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北安國中 108學年度閱讀推廣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 108年 09月 03日圖委會第一次通過 

壹、 依據 

一、教育部 105 年 6 月 1日公布之「國民教育法」條文第八條之一第二項：「國民小學及

國民中學應設置圖書館（室）並訂定閱讀課程，獎勵學生閱讀課外書籍。」 

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於民國 107年 02 月 01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70010139B 

號令修正之「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教育實施計畫」 

三、108 年度教育部獎勵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團體及個人評選實施計畫。 

四、本校行事曆。 

貳、 目標 

一、 透過教育宣導與活動，加強學生對圖書館之認識與使用。 

二、 培養學生閱讀興趣，並建立良好的讀書風氣。 

參、 時間：108學年度（108年 8 月 30日至 109年 6月 30日）。 

肆、 對象：全體教職員工及學生。 

伍、 主辦單位：教務處設備組。 

陸、 活動方式及內容 

序號 實施項目 實施日期 實施對象 地點 備註 

1 
第一次悅閱裕識課程 

─認識線上閱讀系統 
108.09.02至 108.09.06 七年級學生 

E化生

涯教室 
第 2週 

2 晨讀運動 108.09.02至 109.06.19 各年級學生 各班 附件一 

3 新生之旅暨查資料比賽 108.09.09至 108.09.12 七年級學生 圖書館 附件二 

4 
第二次悅閱裕識課程 

─如何閱讀一本書 
108.10.21至 108.10.25 七年級學生 各班 第 9週 

5 
第三次悅閱裕識課程 

─線上閱讀系統認證 
108.12.02至 108.12.06 七年級學生 

E化生

涯教室 
第 15週 

6 
第四次悅閱裕識課程 

─如何介紹一本書 
109.03.02至 109.03.06 七年級學生 各班 第 2週 

7 
第五次悅閱裕識課程 

─分組報告 
109.04.13至 109.04.17 七年級學生 各班 第 8週 

8 
第六次悅閱裕識課程 

─線上閱讀系統認證操作 
109.06.01至 109.06.05 七年級學生 

E化生

涯教室 
第 15週 

9 圖書股長培訓 108.08.30 及 109.02.25 
各班圖書股

長 
圖書館 開學日 

10 每月一書 108.08.30 至 109.06.29 
七八年級學

生 
各班 附件三 

11 
班級圖書館建置要點及競

賽辦法 
108.09.02至 108.12.31 

七八年級學

生 
各班 附件四 

12 讀書心得競賽 
108.08.30 至 109.01.04 

109.02.25至 109.06.29 

七八年級學

生 
各班 附件五 



13 好書推薦活動 
108年 12 月中旬 

109年 6 月中旬 
全體師生 圖書館 附件六 

14 領域閱讀月 108.09.02至 109.06.30 全體師生 各班 附件七 

15 新進及熱門圖書展示 108.08.30 至 109.06.30 全體師生 圖書館  

16 十二月圖書館月 108.12.02 至 108.12.31 全體師生 圖書館  

柒、 獎勵：依照學生參與度，採閱讀護照積點方式、頒發獎狀、記嘉獎以資鼓勵（附件八）。 

捌、 經費：本活動所需經費，由校內相關經費支應及家長會經費(每學期 10,000 元及班級     

圖書館購置新書 3000元，計 13,000 元)支應。 

玖、 本計畫經期初舉行之圖書館委員會討論投票通過，陳奉  校長核可後實施。 



附件一 

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晨讀運動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8年 09月 03日圖委會第一次通過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於民國 107 年 02月 01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70010139B 

號令修正之「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教育實施計畫」。 

二、108 年度教育部獎勵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團體及個人評選實施計畫。 

二、本校圖書館推廣閱讀實施計畫。 

貳、 目的 

一、 透過「實施方案的擬定」、「推動資源的研發」、「晨讀運動的扎根」三階段，讓教師

了解「晨讀」的意義與必要，讓學生擁有閱讀的時光與樂趣。 

二、 以「晨讀」為進路，培養樂學習、有能力、展自信的學生。 

參、 主辦單位：教務處。 

肆、 實施對象：全校各班。 

伍、 活動時間：108 學年度學期中早自習（段考前暫停乙次）。 

陸、 活動地點：各班教室。 

柒、 晨讀內容：「晨讀短文」、「班級圖書館」、「每月一書」、「好讀周報」、「中學生報」、「同學 

自備圖書」等及圖書館可借出供全班共讀的各項閱讀素材（依圖書館當時公 

告）。 

捌、 實施方式 

一、 請全校各班導師利用每週四一天的早自習時間 7：30 至 7：50，安排同學進行閱讀相

關活動，7：50 至 8：00進行討論與分享，並於每週五中午 12時前將班級晨讀活動

單送至圖書館，經評選為最優作品，該班派代表於朝會進行晨讀優秀作品分享。上

臺發表者，閱讀護照得記 2點。 

二、 同學於晨讀時間除閱讀外，各班導師亦可進行相關教學活動，如：書寫心得報告、

口頭分享、佳句摘錄、剪輯時事或新聞下標等各項活動。 

三、 七年級每班每月繳交晨讀短文學習單至圖書館，八年級每月可提 3篇以上晨讀短文

學習單至圖書館。經評選為優秀作品者，閱讀護照得記 1 點。 

四、 為鼓勵各班開發多元閱讀活動，並將創意作法相互交流，圖書館於上學期(校慶週)

結合「班級圖書館競賽」辦理「晨讀作品展」。 

五、 請各班導師協助將每週晨讀實施狀況，紀錄於「晨讀運動計畫表」。 

六、 各班晨讀活動所需之各項資源，歡迎導師親至圖書館借用或提出需求，圖書館將盡

力協助各班。 

玖、 本活動所需獎品費用及材料費，請准由家長會及學校相關經費項下協助。 

壹拾、 本要點陳奉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圖書館新生之旅暨查資料比賽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8年 09月 03日圖委會第一次通過 

 

壹、 依據：本校圖書館推廣閱讀實施計畫。 

貳、 目的：為鼓勵學生接觸圖書、親近圖書館，並培養良好的閱讀風氣與提升查閱資料之能

力，特辦理圖書館「新生之旅」及「查資料比賽」。 

參、 主辦單位：教務處設備組。 

肆、 參加對象：七年級全體同學。 

伍、 活動日期：108 年 9 月 09日（一）至 9 月 13日（五）。 

陸、 活動時間：七年級各班彈性課程時間及班週會課。 

柒、 活動地點：圖書館。 

捌、 實施方式 

一、 七年級於「新生之旅」週(上學期第二週)，利用各班一堂彈性課程時間，全班帶至

圖書館接受圖書館藏資源之相關介紹（30 分鐘）。 

二、 請各班同學依座號順序分組，由圖書館館員依人數調整安排每組 3-5人後，開始進

行「查資料比賽」（10分鐘）。比賽時可參考利用圖書館各項館藏資料，唯使用後應

將資料歸回原位，並依圖書館各項規定進行比賽，如有違規情形，將酌予扣分。 

三、 選取各班「查資料比賽」得分最高的小組當場進行頒獎活動。獎項為每人自由選取

圖書館所準備的小禮物一件或閱讀護照 1 點。（ 5 分鐘）。 

 

玖、 本活動所需獎品經費，由家長會經費協助。 

壹拾、 本要點陳奉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三 

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圖書館每月一書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8年 09月 03日圖委會第一次通過 

壹、 目的 

一、 培養本校師生讀書風氣，進而養成終身閱讀的習慣。 

二、 與教學結合，落實「深耕閱讀」精神，以提升本校學生寫作與情意表達能力。 

貳、 經費來源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於民國 108年 08月 26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80086388B 

號令公布之「補助國民中小學充實設施設備作業要點」補助經費。 

二、108 年度「圖書設備」費及家長會補助之經費。 

參、 實施對象：本校七、八年級各班學生，以班級為單位。 

肆、 實施方式 

一、 委請校內各領域教師挑選優良讀物（包含科學類、人文類、文學語文類作品）。同一

本書購買 35本，全班每人都能人手一冊；由圖書館統籌辦理每月交換事宜，讓七、

八年級各班一個月輪看一本書。 

二、 七、八年級全班集體共讀，每月一書；每學期每班可共同深讀 4本以上書籍。以 

下 24本好書附有學習單，書名如下： 

書  名 書  名 書  名 

阿源醫生說故事 嘿嘿嘿，看世界 青春第二課 
ORANGE媽媽 人間孔子 Survive！ 

夢象成真 學校學不到的 50件事  

不想變得像父親一樣 狼王夢  

床母娘的寶貝 我也是台灣人  

美與醜 不乖  

林良爺爺寫童年 哈佛家訓 3  

我們叫它粉靈豆 全民大講堂  

論語故事輕鬆讀 莎士比亞四大愛情喜劇  

轉個彎，怎麼樣都幸福 不要講話  

Gone! Jo Jo’s story  

中學生探世界 Inspector Logan  

三、 每月由導師利用晨讀時間，帶領全班做每月一書的閱讀分享並完成閱讀小卡製作。 

四、 學生繳交每月一書學習單及閱讀小卡，經評選為優秀作品者，閱讀護照記 1點，並

於期末公開表揚以資鼓勵。 

伍、 本要點陳奉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四 

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班級圖書館建置要點暨競賽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108年 09月 03日圖委會第一次通過 

壹、 依據：本校圖書館推廣閱讀實施計畫。 

貳、 目的：鼓勵學生接觸好書、培養良好閱讀風氣及提昇閱讀能力。 

參、 主辦單位：教務處設備組。 

肆、 參加對象：本校七、八年級各班學生，以班級為單位。 

伍、 實施時間：108 學年度。 

陸、 實施方式 

一、 班級圖書館書籍來源 

(一) 班級書箱 

1、 本校圖書館提供之每套三十本好書的「班級書箱」。 

2、 各班申請借用圖書，請由圖書股長親至圖書館領取申請表，填妥繳交後約需一個

禮拜，待圖書館整理完成再通知領取。 

3、 班級書箱置放各班之時間原則上不限制，但最晚須於學年結束前檢核回收，確切

日期以本校行事曆為主。借用圖書一次以一套為限，整學年間可隨時更新書箱。 

4、 圖書館借出圖書，請導師協助各班圖書股長善加管理並維護書籍完整，若有遺失

或破損者，請負責同學購回原書或照價賠償。 

(二) 各班自籌圖書：由全班同學認捐，自行維護。 

二、 選書原則 

(一) 必備中英文參考工具書（例如：字典、成語辭典等）。 

(二) 擇選優良書刊，避免陳列暴力、情色等有害身心發展之書籍。 

(三) 保持各類圖書之均衡，漫畫類圖書不宜過多。 

三、 班級圖書館組織與管理 

(一) 每班由圖書股長負責班級圖書館之籌設、佈置與管理，內容包含：圖書登錄、分類

編目、貼書標上架、流通登記、排行榜統計和書本修繕等。 

(二) 請於教室內適當處設置書櫃，或自由發揮創意，營造具特色的書香角落。 

(三) 請各班自訂一份共同遵守之「班級圖書館借閱規則」，張貼公告，並完成鼓勵閱讀或

相關之情境佈置。 

柒、評比及獎勵 

（一）評分日期及項目、標準 

階段 日期 評分項目 評分標準 備註 

第一

階段 
第 9週 

1.圖書募集及 

 編目管理 

2.借閱規則及 

  情境佈置 

1.中英文參考工具書 5％ 

2.圖書數量 15％：至少為班級人數兩倍 

3.編目管理 20％：陳列、登記設計良好 

4.圖書流通 20％：借閱登錄簿、圖書 

                目錄、借閱辦法等。 

圖書

館專

員至

各班

評分 

第二 第 11 1.圖書流通 1. 情境佈置 20％：具班級特色 相關



階段 週 2.推廣閱讀 2.推廣閱讀 20％：好書介紹、晨讀作品、 

                圖書館申請圖書等 

資料

送交

圖書

館 

（二）評審人員：聘請各領域教師就各班班級圖書館辦理情形評分。 

（三）於每學年度之下學期評選七、八年級「班級圖書館競賽」前三名優秀班級，並給予 

獎勵（名額可視評分結果增刪）。 

(四) 獎勵方式 

1、 第一名：圖書股長頒發獎狀乙紙，嘉獎三次；班級頒發獎狀乙紙，積極參與班上

閱讀活動者閱讀護照可記 3點，上限 30 點。 

2、 第二名：圖書股長頒發獎狀乙紙，嘉獎二次；班級頒發獎狀乙紙，積極參與班上

閱讀活動者閱讀護照可記 2點，上限 20 點。 

3、 第三名：圖書股長頒發獎狀乙紙，嘉獎一次；班級頒發獎狀乙紙，積極參與班上

閱讀活動者閱讀護照可記 1點，上限 10 點。 

4、 得獎班級閱讀護照獎勵由導師選擇在班上積極參與閱讀活動學生，圖書股長收齊

閱讀護照統一由圖書館記點。 

捌、 班級書箱所需相關檔案格式請上本校網站＜檔案下載＞處下載。 

玖、本要點陳奉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班級書箱」申請表 

班    級 
圖書股長 
座    號 

圖書股長 
姓      名 

申請 
套書 

申請 
日期 

導  師   
簽  章 

      

註：班級書箱之套書有數種，詳細書目請洽圖書館參閱。 



附件五 

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讀書心得競賽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8年 09月 03日圖委會第一次通過 

壹、 依據：本校圖書館推廣閱讀實施計畫。  

貳、 目的：為鼓勵學生接觸好書、培養良好閱讀風氣及提昇寫作能力。 

參、 主辦單位：教務處設備組。 

肆、 參賽者：七、八年級學生。 

伍、 實施時間：108 年 8 月 30日至 109 年 1 月 3日、109年 2月 25日至 6 月 29 日。 

陸、 實施方式 

一、 各班同學閱讀「每月一書」後所完成之活動學習單，或閱讀「班級圖書館」書籍後

所完成之讀書心得寫作，經任課教師或導師推薦之作品，可繳交至圖書館公開展示，

並參加圖書館「讀書心得競賽」。 

二、 任課教師或導師推薦作品之標準，請以基本學力測驗之作文評比六級分為依據，5 或

6級分者始可推薦參加圖書館「讀書心得競賽」。 

三、 請任課教師或導師於推薦作品時，除給予級分外，務必於評分者欄位上簽名認證。 

四、 6級分作品，圖書館將優先公開展示於圖書館外佈告欄，5級分作品不論是否展示，

亦可列入「讀書心得競賽」計算篇數。同學每繳交 1篇即可獲得閱讀護照 2點，累

積 6篇以上將在期末公開頒發獎狀乙紙。 

五、 為鼓勵教師協助評比指導心得寫作，圖書館將致贈小獎品予指導有力之導師或任課

教師，以慰辛勞。 

柒、 其他事項：讀書心得寫作專用紙可至圖書館領取。 

捌、 本活動所需經費，請准由家長會經費協助。 

玖、 本要點陳奉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六 

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好書推薦抽獎活動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8年 09月 03日圖委會第一次通過 

壹、 依據：本校圖書館推廣閱讀實施計畫。 

貳、 目的：鼓勵學生多接觸好書、親近圖書館、善用圖書館資源。 

參、 主辦單位：教務處設備組。 

肆、 參與對象：全體教職員工及學生。 

伍、 實施日期：108 年 9 月至 11 月、109 年 3 月至 6月。 

陸、 實施地點：圖書館。 

柒、 實施方式 

一、 設備組於實施期間在圖書館設置「好書推薦書單」收集箱。 

二、 凡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均可至圖書館領取填寫「好書推薦書單」。每張書單可推薦

三本(套)書，並詳填書名、作者、出版日期及出版社，經圖書館確認三本(套)均非

館藏書籍，且一本以上獲圖書館採用選購為新進圖書者，始將推薦書單投擲入抽獎

箱內。 

三、 參加本活動原則上不限繳交次數，惟不得有重複推薦書籍之情事，經查證屬實即喪

失抽獎資格。 

四、 統一於每學期末公開抽獎，中獎次數一人以一次為限。 

捌、 獎勵：獲獎者可於閱讀護照記 2點，得獎名單公告於公佈欄。 

玖、 小獎章可兌換「獎品櫥窗」等值獎品一份，獎品請准由家長會經費協助。 

壹拾、 本要點陳奉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 

圖書館好書推薦書單   推薦日期：    年    月    日 

推薦者 班級：        座號：         姓名：            

序號 書名 作者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備註 

1 
    □ 非館藏書 

□ 推薦成功 

2    
 □ 非館藏書 

□ 推薦成功 

3     
□ 非館藏書 

□ 推薦成功 

 

 
 



附件七 

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領域閱讀月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8年 09月 03日圖委會第一次通過 

壹、依據：本校圖書館推廣閱讀實施計畫。 

貳、目的：為鼓勵學生接觸好書、培養良好閱讀風氣及提昇寫作能力。 

參、主辦單位：教務處設備組、九大領域教師。 

肆、參賽者：七、八年級學生。 

伍、實施時間：108 年 9月、10月、11 月、12月及 109 年 3 月、4月、5月、6月。 

陸、實施方式 

一、由各領域教師自主設計閱讀課程，下表為各領域閱讀月時間： 

108學年 領域名稱 閱讀月主題 備註 

九月 英文 國際文化  

十月 數學 遊戲書間，歡度北安  

十一月 自然 

生活科技 

自然─我們與「科學」的距離 

生活科技─AR北安擴增實境 

 

十二月 綜合 多元文化  

三月 藝文 藝文書展  

四月 國文 Kahoot讀報王  

五月 社會 大直原住民故事  

六月 健體 生命教育融入閱讀  

 

二、由各領域自主推動領域閱讀課程，圖書館配合各領域辦理相關閱讀活動。 

 

柒、本活動所需經費，請准由校內經費及家長會經費協助。 

玖、本要點陳奉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八 

臺北市立北安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學生閱讀護照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8年 09月 03日圖委會第一次通過 

壹、依據：本校圖書館推廣閱讀實施計畫。 

貳、目的：為鼓勵學生培養良好閱讀風氣，以各種方式鼓勵學生集點獎勵。 

參、主辦單位：教務處設備組、全校教師。 

肆、參與者：全校師生。 

伍、實施時間：108年 8月 30日開始全面實施。 

陸、閱讀護照認證方式： 

一、書寫「讀書心得報告」，經導師或國文老師評分 5級分以上優秀作品，交至圖書館，可記 2 

點。例如： 

日期 項目 認證方式 教師簽名 兌獎 

○/○ 《美與醜》 1 圖書館  

二、書寫「晨讀短文」、「每月一書學習單」、「每月一書晨讀小卡」，交至圖書館經評選為優秀作品， 

可記 1點。例如： 

日期 項目 認證方式 教師簽名 兌獎 

○/○ 《美與醜》學習單 2 圖書館  

三、閱讀好書、中學生報或好讀周報，與校內老師或在班上晨讀時光口頭分享內容及心得，經老 

師或導師認可，可記 1點。例如： 

日期 項目 認證方式 教師簽名 兌獎 

○/○ 《美與醜》 3 ○○○  

四、代表班上於朝會進行晨讀分享，可記 2點。例如： 

日期 項目 認證方式 教師簽名 兌獎 

○/○ 《美與醜》 4 圖書館  

五、 推薦好書，經圖書館評選購入，可記 2點。例如： 

日期 項目 認證方式 教師簽名 兌獎 

○/○ 《美與醜》 5 圖書館  

六、 班級獲得「班級圖書館競賽」，積極參與有功者，可記 1-3點。 

七、 參與圖書館舉辦之各項活動，依活動公告給予積點獎勵。 

八、 除第 6、7項外，第 1至 5項之「項目」務必載明書名或篇名。 

柒、 閱讀護照兌獎辦法 

一、 累積 1點即可至圖書館兌換櫥窗獎品，閱讀護照 2點等同舊制「圖書館小獎章」1點。 

二、 累積 12點（未兌獎）可至圖書館申請登記嘉獎乙次。 

捌、本活動所需獎品經費，由校內經費及家長會補助經費協助支應。 

玖、本要點陳奉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閱讀護照實際樣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