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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三 

閱讀推動方案摘要 

學校（或機關團體）名稱： 臺南市南區日新國民小學           

方案名稱：日新揚帆  書海啟航 

(一) 動機或目的 

1. 體現日新舞雲的全人觀點，發展品格，展現自信，培養學生未來軟實力。 

2. 營造優質閱讀環境，塑造閱讀風氣與氛圍。 

3. 活化閱讀策略，創新閱讀活動，提升學生閱讀能力。 

4. 培養學生閱讀習慣，涵詠品德，深耕藝術與文化。 

 

(二) 發展歷程 

    因本校位處臺南市南區，文化藝文資源缺乏，加上家庭社經地位弱勢者眾，

影響孩子閱讀習慣的培養與能力的提升。透過校內教師討論：閱讀是孩子一生最

好禮物!為了推動閱讀，我們分析了日新國小所遭遇的三大困境，並針對困境，

於民國 99 年至 101 年推動了三年的旗艦型閱讀計畫。 

    計畫共分六大主軸：情境營造、習慣養成、能力提升、品德涵養、創意閱讀、

資源整合。我們期許透過六大主軸，營造合適的友善閱讀環境、建立孩子閱讀習

慣、提升閱讀能力，更透過閱讀涵養品格，提升創意發想，展現自信。 

    1.情境營造部分：99 年申請教育部與教育局經費，整修校內圖書館，改建為

日新金銀島。積極爭取外界資源，如:奇美基金會、玉山銀行，以及社區人士的

贊助支持下，募得將近百萬元左右的書款，得以購置新書。此外，為了提供友善

的閱讀環境，營造藝文氛圍，故依序建設了:磐銘走廊、日新金銀島入口意象、

采風詩道、采風亭、閱讀走廊…等境教設施。 

    2.習慣養成部分：搭配教育政策與教學活動，推動晨間閱讀、小一閱讀起步

走、班級讀書課…等。更透過各項閱讀活動，激發孩子的閱讀興趣與習慣。 

    3.能力提升部分：我們持續推動閱讀寫作平台、新 2新聞社、讀報教育、日

新風雅頌、讓書去旅行…等。透過實作與活動，讓孩子從中漸漸提升對閱讀，甚

至擴展到寫作能力。 

    4.品格涵養部分：結合閱讀，提升孩子的品格、才藝，以及服務人群的精神，

從中建立孩子的自信心。如:藝文展覽、讀劇薈演、日新圖書館小志工…等活動。 

    5.創意閱讀活動：推動了日新詩人節、文字會呼吸、小書創作、主題展覽、

與作家面對面…等。讓閱讀不僅限於文字，更透過影像、座談、創作…等方式鼓

勵閱讀，也從中激發孩子的創意。 

    6.資源整合部分：除了向教育部與教育局申請經費補助外，亦積極向外界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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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資源，如:奇美基金會、玉山銀行，更邀請家長擔任故事媽媽、圖書館志工…

等。再者，結合大學資源，與南台科技大學合作舉行大姊姊說故事活動；亦納入

台南市的愛的書庫、行動書車、佛光山雲水書坊…等外部圖書資源，建置豐富的

圖書環境。 

 

(三)具體成果 

    經三年推廣閱讀，日新閱讀成果豐碩。圖書館內的借閱量年年增加，從民國

99 年當年 11577 冊，100 年共借出 13629 冊，更到今年(尚未結束)，已經借出了

19654 冊，成果斐然。其次，孩子的借閱圖書也從原本的繪本居多，慢慢開始有

小說、文學、自然百科、藝術人文…等文字量偏多的圖書。 

    再者，本校從 100 年開創閱讀寫作平台以來，學生已經上網登錄並推薦的好

書共有 650 本，學生個人推薦冊數最高達 65 本，而平台上的文章發表至目前為

止，共有 231 篇；而線上投稿活動至目前為止舉辦過七個主題，投稿篇數達 266

篇，學生每篇投稿文章都可以獲得老師給予文章等第的星星數。 

    對外參賽紀錄也是成果豐碩：99 年參與臺南市語文競賽，或國語朗讀與演講

兩組第三名，101 年參與臺南市低年級說故事比賽第四名，語文競賽作文第三名，

國語演講分別為第三名與第二名的佳績。此外，更有校內同學參與交通部中央氣

象局舉辦之全國作文比賽，獲中年級第二名的優良表現。 

    我們努力地建置完善的閱讀環境與設備；我們積極整合多元資源；我們不遺

餘力地推動閱讀活動，更從中養成孩子的閱讀習慣、提升閱讀能力、陶冶品格涵

養。雖並非樣樣完美，但我們將孩子擺在第一的教育策略是對的!當我們看見孩

子閱讀時的笑容時，我們深知：閱讀的種子已在孩子的心底逐漸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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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閱讀推動的理念與發想 

~緣起~ 

    曾經，日新國小，是一座近百年歷史的學校，擁有悠遠且輝煌的校史；曾經，日新國小

是一所六十多班的千人大校，盛極一時!然而，少子化的衝擊、社會經濟蕭條、社區老化沒

落、人口外移，地處經濟弱勢區域..等困境，讓日新的老師們不禁為孩子們的未來擔憂？是

否有何種方式可扭轉這惡化的困境? 

    因此，日新國小的老師們組成團隊，歷經思考對話的火花激盪下，日新舞雲，孕育而生。 

    日新舞雲以全人觀點的高度，培養孩子逐步實現自我，超越自我的目標。日新舞雲，彩

雲片片，每朵雲象徵著不同的能力，積極發展孩子未來軟實力： 

    金  雲：採金雲，冶品格，有禮微笑人人誇。 

    木  雲：植木雲，行環保，永續家園我幫忙。 

    水  雲：引水雲，重營養，運動強身我茁壯。 

    火  雲：興火雲，燃信心，英語溝通我最行。 

    土  雲：踩土雲，識文化，根扎故鄉看天下。 

    汗青雲：汗青雲，書風雅，腹有詩書氣自華 

    觔斗雲：觔斗雲，多相貌，多才多藝創意家。 

    蘋果雲：蘋果雲，知識枕，雲端跨界我增能。 

    彩  雲：觀彩雲，身優雅，多才多藝美學家。 

    

 

 

而閱讀，便在日新舞雲的概念下，幻化為九雲之一：汗青雲，書風雅，腹有詩書氣自華。

每位孩子都極具潛力，我們期待透過汗青雲~閱讀概念的實行、閱讀環境的建立與閱讀學習

的推展，經年累月、陶冶浸濡，日新學子將逐步淬練為一顆顆晶瑩剔透的珍珠，綻放光彩。 

     

一、閱讀的目標 

    為了提振閱讀，從民國 99 年起，日新國小設計了推廣閱讀的三年旗艦型計畫，並於校

內推動。計畫以六個主軸實施，分別是： 

(一) 情境營造：營造藝術氛圍的閱讀環境 

(二) 習慣養成：培養學生自動閱讀習慣 

(三) 能力提升：提升學生高層次思考能力 

(四) 品德涵養：以透過閱讀與藝術表演活動涵養品德 

(五) 創意閱讀：創新閱讀活動，提升學生閱讀興趣 

(六) 資源整合：結合音樂、企業、社區，創造多元閱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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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六個主軸，日新國小的閱

讀雛形漸漸明確並有了方向。透過

閱讀，孩子發展出冒險探索的精

神；透過閱讀，孩子得以開闊眼界；

透過閱讀，孩子找回信心與樂趣；

透過閱讀，孩子能夠自我實現!我們

期待孩子能從「學習如何閱讀」

(Learn to read)邁向「從閱讀中學

習」(Read to learn)，從生手閱讀

者逐步成為精讀者，進而樂讀、愛

讀、迷戀閱讀! 本校閱讀願景圖像

如下，營造日新金銀島號，以能力

提升、閱讀習慣、品格涵養為帆，

以創意閱讀、資源整合為動力，在

日新雲端學習與環境中，帶領學生

航向閱讀書海。 

 

日新國小閱讀願景圖像 

 

 

 

    計畫推動的初始，我們確實遭遇許多困境，有難以克服的硬體設備，有軟體上的不足。

這一切，該從哪裡開始？該有怎樣的設備與資源？我們又該如何激發孩子的閱讀動機？ 

     

    經過一番討論，我們決定：危機即轉機，我們將擁抱困境!開始一連串的閱讀挑戰! 

 

二、閱讀困境 逆境求勝 

    為了讓閱讀更活潑，讓孩子愛上閱讀，我們深知：正視問題，解決問題是該為也是應為

之事。透過師生討論和收集意見後，我們整理出三項日新國小存在的閱讀困境： 

(一) 環境設備不佳 

    日新國小原有一間圖書室，圖書室佔地約四間教室大小，是個狹長型的圖書館。但因年

久失修，加上經費不足，書籍大多都已經老舊不堪，甚至有股沉重的霉味，孩子們對於老舊

破爛的書本不太有興趣；再者，圖書館位於四樓，孩子想到要爬四樓才能看到書，但看的書

卻多老舊過期、種類不多、題材生硬，許多孩子便先打退堂鼓，不願前往，降低了閱讀意願。 

(二) 師生的閱讀態度與習慣 

    雖然大多數老師們都同意閱讀對孩子的重要性，但九年一貫之後，許多科目的學習時數

變少，不少老師寧願犧牲閱讀課時間，換求補救孩子的學科知識，成為閱讀推動上的一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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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此外，如何於國語科中指導並提升孩子閱讀技巧?此一閱讀教學策略也是許多老師認為

需再自我成長的領域。而孩子因為受限於環境、空間的限制，對於閱讀也逐漸興趣缺缺，更

甚至，許多閱讀活動都要求孩子們寫心得，孩子逐漸被心得學習單逼的失去閱讀興趣，讓閱

讀變得索然無味。 

(三) 活動較為單一，多以紙筆方式呈現 

    不可諱言地，日新國小早期推動閱讀，除了鼓勵孩子大量閱讀外，也希望孩子透過寫心

得，從中訓練文字表達能力。此一方式確實有其重要性與成果，然此一策略讓部分孩子開始

逃避閱讀，厭倦閱讀，將閱讀與學習單畫上了等號，使閱讀變得無趣。 

    為了因應危機，逆轉劣勢，日新國小開始在計畫中設計了多元的閱讀活動，增加活動的

多樣性及深度。其活動依據時間前後如下表所示： 

時間軸 活動主題 計畫主軸 

民國 98 以前 添購班級書箱 

建置班級閱讀角落、班級圖書 

建置日新圖書館 

招募圖書館志工 

向日葵故事團 

小一新生閱讀起步走(教育部) 班級

閱讀活動 

寒暑假閱讀心得寫作 

情境營造 

情境營造 

情境營造 

多元資源整合 

多元資源整合 

多元資源整合 

能力提升 

能力提升 

民國 98 年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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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名 
                  年份 / 季節 

活動名稱 

99 100 101 102 

秋 冬 春 夏 秋 冬 春 夏 秋 冬 春 

補
給
站 

閱讀旗艦型三年計畫            

圖書館璞玉雕鑿計畫            

校外資源-企業贈書            

愛書人選書、購書、讓書回家            

教師閱讀教學精進社群            

閱讀策略教學研習            

閱讀磐石推手            

日
新
金
銀
島 

日新冒險王-勇闖金銀島            

圖書館利用教育            

圖書館小志工            

環遊世界 80 天-主題策展            

師生美展            

采
風
亭 

采風亭-開卷有益            

寧靜晨讀            

班級書箱書飄香            

班級閱讀課-閱讀公路地圖            

小一新生閱讀起步走            

好日好故事            

采
風
詩
道 

日新詩人節             

采風詩道            

兒童小書創意多            

文字會呼吸            

讓書去旅行            

與作家面對面            

行動圖書館-打開閱讀的翅膀            

閱
讀
走
廊 

新 2新聞社-日新風華            

中高年級讀報教育            

閱讀寫作網路平台            

日新風雅頌-非寫不可            

日新風雅頌教師團隊            

閱讀走廊閱讀展示            

藝
術
角
與
盤
銘

走
廊 

詩畫藝術角            

盤銘走廊            

日新瘋雲 E 起秀            

藝術嘉年華            

音樂劇中文英文讀劇薈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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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設計閱讀活動的同時，我們希望活動不僅要能提升孩子的閱讀興趣，也應能提升閱讀

能力。所以設計了全校性的閱讀活動，如：日新金銀島、閱讀走廊、采風詩道、日新詩人節、

文字會呼吸…等，也有深入班級中的閱讀課、讓書去旅行、晨間閱讀、班級讀書會、暑假閱

讀活動、閱讀寫作平台…等。透過動態與靜態的活動設計，不同年齡層的活動設計，日新國

小就此展開了一趟閱讀的冒險之旅。 

     

而這趟旅程，就從民國 99 年的日新金銀島開始……。 

 

 

貳、 利用資源整合，營造閱讀環境 

 

一、情境營造：日新金銀島 

    民國 99 年，有賴於王校長、家長會，各界多方奔走，日新國小順利申請了臺南市教育

局的經費贊助，大刀闊斧地整修圖書館，此外，教學團隊也戮力申請了教育部經費添購新書。

在整修圖書館期間，我們思考要營造如何的閱讀氛圍，讓孩子優遊於書海中？最後，我們希

望孩子能在群書中自己探索，尋找書中的黃金屋，寶貴的知識財寶。因此，「日新金銀島」

名稱應然而生。為了強化印象，我們融入海洋意象(日新國小臨近海濱，古稱鹽埕)，搭配兩

艘大船入館，設置地板閱讀區、繪本區，參考坊間著名的書店設計，將新購入的書本逐步上

櫃，我們也邀請孩子一同參與新書入館的儀式。舉辦日新金銀島的開館儀式，全校師生見證

了浴火重生的圖書館，在一片驚嘆聲中我們聽見:「老師，我們什麼時候還能再來？下課時

間可以來嗎？」我們知道，日新金銀島成功賣出了第一步! 

  

日新圖書館整修前的樣子，比較老舊，而且

書籍也多過老，無法吸引孩子閱讀興趣 

整修後的美麗風貌，納入冒險探索的精神，

讓孩子優游於書海世界中尋找自己的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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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金銀島服務臺讓島民能悠游書海，順利

借閱自己喜愛的讀物 

日新金銀島一完成，小小冒險王便迫不及待

的到此挖寶。 

 

小小冒險王代表以相聲方式揭開序幕，全校

一起來勇闖金銀島! 
小小冒險王一起宣誓「閱讀誓詞」。 

  

各班代表齊簽署共同遵守島規之意願 
結合詩人節，整修後的圖書館有了展覽區，

可定期更換書展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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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最喜歡在盤銘走廊上閱讀喜愛的圖書。 
老舊危險空間營造成詩畫藝術角，讓日新隨

處可閱讀。 

 

 

二、志工訓練、學習服務 

    有了良好的設備，當然需要好好管理。幸運地，日新有一群退休老師與社區民眾，願意

一同為孩子的閱讀而努力。所以我們有了日新金銀島的志工老師，平日她們需協助孩子借還

書、協助清潔館內、整書、支援閱讀相關活動。但畢竟這群志工多有家庭，服務時間不能長

久。而我們開始思考：是不是可以訓練孩子做志工，培養孩子服務精神，陶冶品格，這不也

是我們希望透過閱讀活動看見的成長之一？所以，從 99 年起，我們創辦了第一屆的閱讀小

志工。透過篩選、訓練、執行、回饋..等活動設計，小志工們平日利用午休時間到館內協助

整書，協助推廣閱讀活動。如今，第一屆閱讀小志工已經畢業了，但令人訝異地：閱讀小志

工不斷有大批新血加入。這是我們所樂見的，因為孩子開始主動願意為閱讀而付出，服務他

人。 

 

  

退而不休的老師們到校協助新書編碼 圖書館志工正將圖書資訊輸入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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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參加金銀島小志工的同學，盛況空前 圖書館小志工徵選，吸引70多位的同學參與。 

  

期末頒發感謝狀與服務時數給辛苦的圖書館

小志工們!感謝大家的付出! 

除了校內小志工外，還有校外的國高中生願

意撥冗來圖書館當志工 

 

 

三、資源整合，資源共享 

    日新金銀島的建置獲得許多學生家長的好評，也為文化資源缺乏的南區帶來新活水。為

了增進親子關係，鼓勵孩子們假日閱讀，本校志工們犧牲寒暑假時間，仍利用上午時段到校

開館服務，持續服務同學，也更提供家長和孩子美好的共讀時間與環境，達到資源共享的目

標。 

    再者，為了推廣，我們向外與南台科技大學合作，設計了大姐姐說故事的閱讀活動。透

過不同年級主題的挑選，孩子們可以在逗趣、生動的故事中，獲得更多文學知識與閱讀樂趣!

除了對外尋求大學資源合作，學校家長也發起了為孩子說故事的活動，並且組成向日葵媽媽

故事團，利用晨間時間到低年級說故事，不僅讓孩子從聽故事中閱讀，更是培養孩子品德有

禮的好策略! 

    日新金銀島內的藏書，除了來自政府機關單位所推薦的優良好書外，我們還設計的表

單，請孩子們與老師們推薦書單，進行採買。然為了採購好書，日新國小需要外界金援。經

過校長、家長會、社區民眾、師生合作之下，我們順利地向玉山銀行募得了十萬元書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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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奇美博物館募得十幾幅複製名畫。而社區民眾亦共襄盛舉，有不少家長願意將家中保存良

好的繪本新書致贈給學校。因為有外界資源挹注，日新金銀島愈趨蓬勃~~ 

 

  

結合南台科技大學資源，邀請大姐姐到學校

為孩子們說故事。將 

將老舊廢棄的小型會議室活化轉變成為教育

劇場 

  

暑假與寒假開館，天天仍是吸引了許多同學

到圖書館讀書和寫作業! 

聽完成語故事，接著進行小朋友最愛的「成

語小學堂」有獎徵答活動。 

  

故事媽媽每週會進行討論，並且設計說故事

活動，於晨光時間在低年級中進行 

也有家長帶著孩子一起來閱讀!親子共讀最

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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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博物館」館長秘書宋芝瑜小姐代表館

長致贈本校圖書館裱框複製名畫 18 幅 

我們的好鄰居－玉山銀行，捐了約 500 本的

新書給學校圖書館。 

  

小朋友滿心期待的到行動書車挑選自己喜愛

的書。 

從行動書車上挑選完自己喜愛的書，便迫不

及待的在盤銘走廊的休憩區閱讀。 

 

 

 

參、閱讀教學之實施與活動推廣 

    有了完善的硬體設施，一櫃櫃好書等著孩子借閱，下課期間當然圖書館成了孩子的好處

去。孩子不再抱怨需要爬四層樓才能抵達，他們總是開心地珍惜每次拿著自己借來的書，坐

在日新金銀島中享受閱讀的那份純然的快樂。 

    但除了看書，我們期待孩子不僅只有接觸文字，甚至學得運用文字、轉化文字。所以我

們根據計畫主軸設計了一系列的閱讀推廣活動： 

 

一、提升閱讀能力活動： 

    為了提升孩子的閱讀能力，加強使用文字的技巧。我們建置了閱讀寫作平台，供孩子能

將自己的好文與大家分享，平臺中也提供推薦書本、教師回饋的機制，更重要的是：孩子能

因為好文分享而獲得眾人的一個「讚」，加強其自信心。累積足夠的讚，就可以換得到未來

科技體驗教室活動的機會，也間接刺激孩子願意嘗試閱讀和寫作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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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寫作平台，日新國小也獲教育部補助「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由閱讀推動教師帶

領孩子學習閱讀策略，確切提升孩子的閱讀能力，減少閱讀課被當作補救教學課時間而浪費

的可能性。 

    在弱勢閱讀推廣部分，因應校內閱讀弱勢孩子，特別設立專班，指導孩子有趣的閱讀理

解策略:閱讀公路地圖。讓孩子在紙上公路的帶領下，悠遊書海，喜歡閱讀，更提升閱讀層

次與能力! 

    此外，新 2新聞社的建立，更是校內學生從閱讀進入文字工作者的社團。新聞社的成員

除了要閱讀、採訪之外，更要將所收集的資訊編輯成冊，製作成一份份內容豐富的校刊，是

一項更能提升孩子統合能力的活動。 

    今年，我們更在不同年級實施「讓書去旅行」的活動，希望透過分享機制，鼓勵孩子們

閱讀完指定讀本後，分享不同的經驗與想法，讓旅行的書獲得滿滿的回響與回饋。日新風雅

頌、讀報教育…等多元活動，更刺激孩子喜愛閱讀。 

 

 
 

日新閱讀寫作網的提供好書介紹、佳文共賞

及文章投稿等。 

由新 2新聞社每學期出版2~3期的校園電子報

「日新風華」 

  

小記者於訪談完，進行新聞稿編輯。 新 2新聞社的小記者採訪王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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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教師指導弱勢學生進行閱讀公路地圖之

閱讀活動。 

同年級共同一本書，將心得寫下，讓書去旅

行! 

 

二、創意閱讀活動 

    閱讀活動的設計需考量不同年級階段與能力，因此，有了日新詩人節與采風詩道的誕

生。我們設計了不同的新詩創作活動。低年級孩子做詩畫，中年級孩子寫可愛的新詩，高年

級孩子則訓練寫一句詩。結果出乎意外!老師們除了在課堂上指導孩子認識新詩之外，也從

閱讀中教導孩子讀詩，讓孩子創作詩。從這個活動之後，我們收級學生作品，因此有了一條

具備詩意的采風詩道，它不僅是孩子作品的展現，也成為校園閱讀境教的一部分!文字會呼

吸，這個活動則是搭配電影欣賞，舉辦之後獲得家長大力回響。除了閱讀文學作品外，並透

過導演的視野，看見文字幻化為影像，躍然於眼前。我們更於電影活動前進行作家介紹、書

籍導覽，鼓勵親子共賞，不僅要孩子看得開心，也要從中學到文學的魅力。 

    小書創作活動，則讓孩子們玩書、玩創意。透過一本設計新穎的小書，讓孩子創作屬於

自己的故事。當我們收到一疊疊孩子的回饋時，書本中天真浪漫的童真，再再證明：孩子從

閱讀中、從創作中找到自己的樂趣，為自己發聲!與作家面對面的活動，讓孩子有機會和作

者親自互動，對孩子更是難忘的經驗! 

 

  

文字會呼吸，老師與孩子們針對電影內容進

行問答，刺激孩子思考與發表。 

文字會呼吸，透過文學和電影的結合，不僅

看電影，還要看得有深度與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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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風詩道上集結了孩子們的兒童詩畫 

，相當饒富童趣。 

詩道上孩子的詩和名作家的詩齊放，讓孩子

更添成就感! 

  

 小書創作作品原創性強，趣味十足! 小書創作作品，本本都充滿童真 

  

小朋友對於能和課文中的作者-沈芯菱面對

面，都感到興奮不已! 

「與作家面對面」的活動，讓孩子更加主動

學習。 

 

三、提升品格涵養 

   閱讀不只是閱讀，更是指導孩子品格的好策略。我們結合閱讀活動，設計了一系列品格

活動，包括：讀劇薈演，由藝文領域表演教師指導孩子讀劇，並且於期末舉行全校公演，孩

子更從中發揮團隊精神、分工合作的態度!藝文展覽，則結合日新金銀島，運用開闊的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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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展現日新學子的藝文氣息。近幾年的學生畢業美展、師生藝文展更是閱讀活動的一大

特色，吸引不少師生、民眾進入圖書館參觀，接受文學藝術的薰陶。 

    日新，一個充滿著濃厚文學氣息的環境，讓孩子生活在優美的文句中，自然而然地接觸

文字、和文字生活。我們活化利用校園角落，設置了盤銘走廊、閱讀走廊、金銀島入口意象、

采風詩道…等，讓孩子每天都沉浸在優雅文字的環境中，陶冶品格，也培養文字美感。  

 

  

閱讀結合表演~故事讀者劇場 期末展演閱讀成果-梁祝 

  

閱讀走廊，這裡擺放了孩子們的文學創作。 
欣賞別人的作品，不僅吸取他人的長處，也

學習讚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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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金銀島化身為藝文展覽場，吸引大批師

生、家長前來觀賞 

志工們利用時間為孩子和家長解說作品內容

和創作理念 

 
海浪~金銀島的入口意象，並搭配海洋教育意

象。從一樓到四樓，營造進入金銀島探險探

索的閱讀樂趣! 

盤銘走廊的弟子規漫畫，是孩子們的作品，

讓孩子在不知不覺中涵養品格。 

  

詩意濃濃的采風詩道，讓孩子願意留步於走

廊欣賞而非奔跑。 

采風亭內的開卷詩與桌面上的臺語詩，讓人

不禁想學古人吟詩作對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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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培養閱讀習慣 

    習慣成自然，我們都瞭解習慣的力量。所以我們也設計了一系列活動，希望孩子自然而

然地隨手拿書閱讀，讓閱讀成為日常生活中一種習慣。除了搭配教育部的小一新生閱讀起步

走之外，我們於晨光時間推動晨間閱讀，希望營造安靜的閱讀空間，師生共同拿書閱讀。晨

間閱讀的活動設計各班巧妙不同，有些班級使用班級圖書，而班級圖書則是日新國小為不同

年級所設計，並針對重大議題選了許多好書以鼓勵孩子閱讀。有些班級則採取媒體識讀教

育，閱讀國語日報，有些班級則喜歡閱讀雜誌，吸收新知。 

    閱讀課，是本校深耕閱讀的重要課程。有賴教育部經費支援，我們有專職的閱讀種子教

師，帶領孩子認識圖書館，推廣圖書館利用教育，讓孩子接觸圖書館，進而能獨立使用圖書

館資源以解決問題! 

  

從小一開始，透過新生始業儀式，讓孩子第

一天到學校就接觸好的讀物。 

孩子能帶著書袋，到日新金銀島內裝著滿滿

的好書回家與父母分享! 

  

教師指導學生圖書館的使用規則與如何應用

圖書館資源，進行圖書館利用教育。 

學生在教師指導下，學習使用書插，並起正

確地拿出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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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間閱讀時間，孩子利用早自修時間靜下心

來看課外讀物。 

孩子自由選擇喜愛的讀本，可以是小說、雜

誌、自然百科…等。 

  

讀報教育讓孩子的閱讀能和世界接軌。 
教師透過班級讀書會，指導學生認識書的結

構。 

 

 

 

肆、教師精進與成長 

    日新國小閱讀旅程正如火如荼的展開，不單只是學生瘋閱讀，老師們也一起享受閱讀!

為了指導孩子閱讀，提升孩子的閱讀實力，日新老師們創設了閱讀專業社群，有「媒體新世

界」、「新 2新聞社」等教師閱讀社群，透過固定時間聚會，分享閱讀策略教學，討論閱讀活

動的設計，提升教學技巧與能力! 

 在週三教師進修時間，辦理媒體識讀教學講座、系統思考閱讀講座、閱讀策略講座等等

閱讀相關專業知能，以提升教師閱讀教學活動之設計與實施。除了全校性的教師進修外，教

師個別的閱讀精進活動，亦不在少數。例如教師自行參加天下雜誌及教育局所辦理的閱讀相

關講座，參加國語日報實驗班級，甚至是獲得教育部 100 年度閱讀推手之殊榮，足見本校教

師在閱讀求知之渴望與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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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閱讀」有志一同的教師們，特成立「媒

體新視界」教師專業社群。 

教師們對社群老師的分享，不但專注還勇於

回饋呢！ 

  
藉由教師讀書會的分享，老師們對閱讀教學

策略的運用，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新 2新聞社」教師專業社群的夥伴們，熱絡

的討論著指導孩子精進新聞稿撰寫的能力。 

 

 

伍、閱讀績效與影響 

    經過三年的努力，終於，我們有了令人欣慰的成果，也有了豐碩的果實。從日新金銀島

成立(民國 99 年)之後，學生的閱讀借閱量持續上升。雖然面臨少子化的衝擊，學生數逐年

減少，但借閱冊數卻逆勢成長，如下列圖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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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借閱人次 2522 2278 2771 2013 

借閱冊數 5238 11577 13629 19654 

總冊數 340 20628 27019 27608 

圖書經費 0 496556 968606 20000 

     

    而且借閱的讀本難度也逐漸增加。過去，孩子大多借閱繪本或圖畫書，但如今，我們發

現孩子漸漸翻閱文字量越來越多的青少年小說、文學創作…等較為高層次的文學讀本。 

    但更令我們關心的是：孩子的閱讀習慣是否有所改變? 

    我們發現孩子越來越主動，下課時間進入日新金銀島借書的孩子數量增加了(她們絲毫

不抱怨需要爬四樓才能抵達金銀島)!感受最深的志工老師們，也確實感受到孩子借書的種類

廣度和深度也較以前出色。 

    此外，孩子從閱讀中的反芻與省思，透過閱讀寫作平台得以抒發。平台中的好書推薦至

目前為止，共有 650 本，學生個人推薦冊數最高達 65 本，推薦好書可以供其他同學參考，

對於優良的書籍，學生可以給予一個「讚」，推薦者同時可以獲得一個虛擬金幣。平台上的

文章發表至目前為止，共有 231 篇；而線上投稿活動至目前為止舉辦過七個主題，投稿篇數

達 266 篇。每次投稿活動截止後，將請老師進行文稿批閱，並給予回饋，學生每篇投稿文章

都可以獲得老師給予文章等第的星星數，一個星星可換得 3 虛擬金幣。 

    近年來，因為日新不斷推動閱讀活動，我們也發現孩子對外參賽的成績有了不錯的表現: 

 

 

比賽時間 參賽學生 參賽項目 獲獎名次 

99.10 李冠儀 臺南市 99 年度語文競賽—國語朗讀 
國小學生組 

第六名 

99.10 蘇佑齊 臺南市 99 年度語文競賽—國語演說 
國小學生組 

第六名。 

99.12 蔡茹閔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象中心「行雲流

水」徵文活動 

國小中年級組

第二名 

101.2 蔡昀辰 「那一年，我們一起吟唱的蟲之歌」徵文競賽 
低年級組  

佳作 

101.6 曾韶晨 臺南市 101 年度低年級說故事比賽 
國小學生 B 組

第四名 

101.9 郭庭羽 臺南市 101 年度語文競賽南二區預賽—作文 
國小學生組 

第三名 

101.9 毛閎昇 臺南市 101年度語文競賽南二區預賽—國語演說 
國小學生組 

第三名 

101.9 張妤暄 臺南市 101年度語文競賽南二區預賽—國語演說 
國小學生組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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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時間 參賽學生 參賽項目 獲獎名次 

101.10 毛閎昇 臺南市 101年度語文競賽南  區決賽—國語演說 
國小學生組 

第二名 

     

    目前，日新的閱讀活動往深度逐漸發展，結合閱讀課進行，而我們也有了新的想法：加

入行動研究的概念，實施全面性的閱讀能力前後測，瞭解孩子從閱讀活動中所獲得的成長。

此一計畫正在進行中，但我們有信心，深耕閱讀絕對能提升孩子的閱讀能力! 

 

 

陸、結語 

   日新國小的閱讀旅程與冒險正逐步展開。過程中雖跌跌撞撞，面臨眾多困境，但因為師

生齊力、家長支持、社區資源協助，讓日新的閱讀旅程突破重重難過，持續推展。做了三年

的旗艦型閱讀計畫到了應該好好檢視的時刻，而我們確實能夠欣慰地說:雖然過程艱難，但

我們確實獲得更多的回饋與成果，孩子的閱讀表現更令人驚艷! 

   日新國小是否達成自己設定的目標? 

   是的，我們努力地建置完善的閱讀環境與設備；我們積極整合多元資源；我們不遺餘力

地推動閱讀活動，更從中養成孩子的閱讀習慣、提升閱讀能力、陶冶品格涵養。雖並非樣樣

完美，但我們將孩子擺在第一的教育策略是對的!當我們看見孩子閱讀時的笑容時，我們深

知：閱讀的種子已在孩子的心底逐漸萌芽。 

    三年已到，日新的閱讀活動將何去何從？我們又該如何開展閱讀的未來？ 

    除了持續深耕閱讀，重視閱讀能力的提升之外，今年在教學團隊的努力下，日新國小更

以充沛的教學活力獲得創造力思考教育、行動學習、雲端學習……等計畫經費的補助。 

    也許，日新國小緊接著的閱讀歷程將進行革命性及開創性地劇變；或許，結合雲端技術，

資訊科技的融入將為孩子展開另一扇全然不同的閱讀新視野。且讓我們共同期待!日新閱

讀，悅讀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