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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會報 
提案成效表 

提案編號：9804A001 

提案獎項 þ創新獎  □精進獎（請自行勾選參獎獎項） 

提案機關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提 案 人 
（或單位） 

高等及職業教育科 

提案主題 

高職人文閱讀系列活動 

一、 高職學生晨間閱讀。 

二、 校園閱讀推薦平臺。 

三、 閱讀臺北休閒達人。 

四、 金庸射鵰三部曲閱讀擂臺賽。 

五、 高職人文體驗營。 

提案緣起 

一、 自 96年國際閱讀素養評比揭曉，「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

（簡稱 PIRLS）臺灣首度參與調查，排名第 22名；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織（OECD）主導的國際評量計畫（簡稱 PISA）臺灣

在數學與科學素養分別排名為第 1名及第 4名，但閱讀素養

卻排在 16名，反映出我國學生閱讀能力存在明顯的問題。 

二、 柯華葳教授曾指出，兩項調查不約而同指向： 

(一) 臺灣學生在直接歷程(直接尋找、直接推論)表現較國外學生

好，可能是我們考試訓練出來的成果，把成績向上拉抬。 

(二) 但在解釋歷程(詮釋、整合、分析、評論)上的閱讀答題能力，

因為是非選擇題，國內的學生就比國外的學生顯得沒有自信

且解釋能力較弱。 

三、 同樣以繁體中文接受檢測的香港，則由五年前的第 14名大幅

躍進到第 2名，不禁令人要問：「香港是如何做到的？」根據

天下雜誌 2007年教育專刊的調查發現，香港能在 3年內成功

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是他們在執行掌握了 2個有效方針： 

(一) 一是讓第一線老師學會閱讀的策略，藉由教會老師們賞析文
學、散文以及開讀書會、摘要重點、引導討論等能力來指導

學生進行閱讀。 

(二) 另一則是將課外閱讀課內化，讓閱讀融入學生的生活中，自
主閱讀、安靜閱讀，相對提升了學生閱讀理解以及統整、分

析的能力。 
四、 96年 10月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辦理「國際閱讀教育論壇」

後，本局與學界、企業界即致力於強化我國高職學生閱讀能

力的提升，此一呼聲感謝大塊文化、博客來網路書店、天下

雜誌教育基金會及誠品書店的率先響應，而後世新大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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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緣起 

車教育基金會、慈濟基金會等單位亦大力支持。 

五、 本局盱衡先進國家均致力推動學生閱讀活動，加上出版業界

及公益團體等眾多單位組織的支持，順勢推動高職學生人文

閱讀活動。試圖以晨間閱讀及多元化的閱讀活動與競賽，營

造激發學生閱讀興趣的教學環境，引導學生自主學習。多采

多姿的活動規劃包含戶外學習體驗、服務學習體驗，再透過

傳記文學及大師蒞校演講，以利將閱讀體驗轉化為生命體會 

六、 本局率先全國推動提升高職學生閱讀能力，特別於 97年 1

月發布「臺北市推動高職學生人文閱讀 97年度工作計畫」，

同年 3月起開始推動晨間閱讀，5月進行高職國文閱讀檢

測，7月至 12月陸續結合產、官、學資源舉辦臺北市高職校

際閱讀活動與競賽，以全方位打造高職校園閱讀風氣，並以

獎勵措施刺激高職學校主動營造校園優良閱讀環境，以利培

養高職學生人文關懷與批判思考之高層次思維能力，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其中閱讀擂臺賽、閱讀臺北 休閒達人及國文

深耕網更是全國首創，獲得教育部、學界及出版業之重視，

有利於本局未來持續與業界結盟推動青少年閱讀活動。 

實 施 過 程 
及投入成本 

一、 97年高職人文閱讀系列活動實施過程: 

(一) 本案以 97 年 1 月 16 日北市教職字第 09730606000 號函頒

「臺北市推動高職學生人文閱讀 97年度工作計畫」予本市

公私立高職學校（含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校）。 

(二) 募集民間及學界資源投入高職人文閱讀活動，陸續接洽：
大塊文化出版社、博客來網路書店、天下文化出版社、金

車教育基金會、遠流出版社、慈濟佛教慈善基金會及世新

大學等單位，洽談高職人文閱讀推動方案。 

(三) 仿效美、日、韓等國家推動閱讀之經驗，鼓勵本市公私立
高職自主推展晨間閱讀，以重新帶動學生學習動機。 

(四) 申辦高中職社區化特色專案計畫，結合教育部補助款 240

萬擴大推動高職人文閱讀活動，將特色計畫經費結合本局

既有高職國文科輔導團 100 萬經費及高職國文深耕網資

源，透過國文科教學、線上學習、線上閱讀認證、課外閱

讀、作家進入校園、暑期文藝營、走讀臺北風華、人文體

驗學習營等面向，全面切入高職學生閱讀面向，提高學生

閱讀興趣與動機。 

(五) 結合民間出版資源，募集高職人文閱讀活動所需之書籍，
97 年度已募集超過 1 萬本新書。博客來網路書店更以推薦

新書換新書的模式辦理「校園閱讀推薦平臺」，藉以掀起師

生閱讀熱潮，期能短期內明顯提升學生閱讀動機與閱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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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施 過 程 
及投入成本 

(六) 為改善我國教育體制缺乏體驗學習之機會，特邀請慈善基
金會共同舉辦人文體驗營，讓學生透過我國慈善機構投入

國際賑災、環境保育及關懷弱勢等實際工作成果，反省身

為地球村一份子的我們，該如何貢獻社會。並辦理捐書活

動，捐贈東部偏遠學校，期使學生體驗、反省，型塑良好

品格，並能樂於助人。 

(七) 透過閱讀活動重新喚起學生閱讀動機，並藉傳媒宣傳，將
課外閱讀風潮向本市高職師生、家長傳播，以利民眾、師

生正確認知課外閱讀的重要性。 

二、 97年高職人文閱讀系列活動投入成本： 

(一) 全案投入公務預算約 452.9 萬:教育部高中職社區化特色

計畫 240萬元、本局高職國文科教學輔導團 100萬元、本

局資訊設備 50萬元、本局職教科年度預算 11萬 4仟元、

教育部高中職社區化合作專案約 51.5 萬，合計約 452.9

萬元。 

臺北市 97年度高職學生人文閱讀計畫經費分析 

活動名稱 經費來源 

提升高職學生國語文能力 本局預算 100萬 

高職國文深耕網 本局預算 50萬 

教育部 110萬 

深耕高中職學生人文閱讀 

推廣活動 
教育部特色專案

90萬 

高中職師生人文閱讀體驗營 教育部特色專案

40萬 

高職學生金庸大道擂臺賽 本局預算 11.4萬 

閱讀臺北、休閒達人 教育部合作專案

11.5萬 

高職人文閱讀成果發表 教育部合作專案

40萬 

合                 計 452.9萬元 
 

(二) 全案募集民間資源贊助約 310萬元：出版社贈書超過１萬

本（每本市價估計 250元）約獲 250萬元贊助、金車教育

基金會贊助 30 萬、慈濟基金會贊助住宿 160 人次、工作

費及場地費，約獲 30萬元補助，合計約 3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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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執行
成 效 

一、 高職學生晨間閱讀：本局於高中職推動晨間閱讀，連學界都

稱讚，係屬全國首創之業務。97 年 5 月調查參與學校為 10
所，學生數為 4,220 人。10 月調查參與學校為 18 所，學生
數突破 18,155 人，占本市高職總學生數 39%，已達日本推
動水準，實有賴博客來贈送 2,000本書與高職校長、主任的
支持。成果已獲教育部重視，分別於全國高中職教務、圖書

館主任會議發表，並於 11月 25日、11月 26日受邀分赴北、

中、南三區全國高中職晨讀推動教師研習會進行成果分享。 
二、 校園閱讀推薦平臺： 
(一) 博客來網路書店為本局建置「臺北市高職人文閱讀」專屬網

頁，97年 10月 3日正式啟用，截至 97年 12月 16日到訪人
次已達 9258 人次。並提供師生分享新書推薦，累計推薦文
章 1,163篇。 

實際執行
成 效 

(二) 博客來網路書店估計送出 2,000本新書，並提供專屬網頁供
師生分享新書推薦，截至 97年 12月 8日共計 8校師生參與
活動，熱情推薦 885本書，最高為松山家商 618本。1週後
12 月 16 日累計推薦文章高達 1,163 篇，其中高職學生閱讀
推薦 1,010篇，師長推薦 153篇，單週成長 278篇，相信本
市高職校園中閱讀風潮已蔚然成形。 

(三) 印製閱讀護照 53,600冊，發送本市公私立高職各 1、2年級
學生，護照可供晨讀學生紀錄閱讀心得，護照後方更有網路

購書折價券 e-coupon 50元，鼓勵高職學生開始獨立閱讀。 
(四) 舉辦教師閱讀指導專業培訓： 97年下半年特地規劃 3場(教

師閱讀專業能力培訓講座規劃)，邀請到對文學閱讀及閱讀
教學皆相當有心得之講師與學校師長談閱讀推動技巧，估計

受益教師 120人次。 
(五) 舉辦大師與你談閱讀演講及嚴選青少年好書巡迴書展：大師

與你談閱讀及巡迴書展各高職 1場，計 18校 19場，邀請學
生熟知的當代知名作家、詩人進入校園與師生共談閱讀樂

事，受益學生為 6, 568人次。另結合品格教育辦理傳記文學
主題書展，以 1,000 本青少年好書巡迴本市公私立各高中
職，統計各校書展閱讀人次至少 10,000人次。 

(六) 97 年校園電子報已發行 4 期(十月號、十一月號、十二月號
及閱讀推薦專刊)。 

三、 辦理 97 年度閱讀動起來成果嘉年華會：邀請局長開啟「智
慧之門」儀式作為活動揭幕，會場陳設 97 年度整年推動高
職學生人文閱讀系列活動靜態、動態成果並舉辦專題講座與

經驗分享，與會共約 300人次，活動內容包含成果表揚，頒
發有功人員、最佳推手獎、閱讀桂冠獎、喜閱獎共 18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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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閱讀臺北、休閒達人計畫：自 10月 18 日至 12月 14日，
進行 18條臺北市近郊的自然生態與人文古蹟步道，鼓勵學
生從事戶外學習與閱讀體驗，受益學員估計約 900 人次，
最後共有 21名學生完成 6條走讀路線，成為休閒達人，除

接受局長頒證表揚外，現場也舉辦座談，分享他們走讀臺

北的經驗與心得。 

五、 金庸射鵰三部曲閱讀擂臺賽：臺北市第一屆高職學生閱讀擂

臺賽，主題為金庸射雕三部曲，遠流出版社稱之為全球華文

界首度金庸擂臺賽。各高職至少須推派 1組代表隊，至多得
推派 2組代表隊，每隊 3人，代表隊產生方式由各校自行訂
定。競賽採初賽、決賽兩階段：初賽–採選擇題方式作答；

決賽–採按鈴搶答方式作答，以積分多寡決定名次。透過校

際間的競技，寓教於樂，鼓動高職學生閱讀風氣。初賽共計

19校、29隊報名，於 10月 23日假松山家商舉辦，筆試 100 

 

題，錄取 8隊進入複賽；複賽於 11月 13日下午 1時 30分
舉行，活動精采，學生需粉墨登場，還有表演題，競爭激

烈，最後決賽結果:冠軍隊伍為東方工商、亞軍為木柵高工。 
六、 高中職師生人文體驗營：11月 27至 29日及 12月 11至 13

日將進行兩梯次師生至花蓮慈濟辦理人文閱讀體驗研習，

受益師生為 150 人次。課程內涵包含介紹慈濟的慈善、醫
療、教育、人文、環保等事業，並參訪虛擬解剖教學中心(無
語良師)、慈大附中、靜思精舍及進行社區關懷，課程深入
人文關懷，極具教育意義，研習師生均有極大迴響，滿意

度超過 9成。 
七、 協助木柵高工擴建「國文深耕網」線上學習資源網，目前

全國共有 26所公私立高中職與木柵高工締約交流合作，截
至 11月 29日共計已有 187,101人次上線使用。內容包括經
典閱讀、好書閱讀、成語精讀、縱橫詩詞、字音字形等 5
項，成為學生自主學習及教師教學輔助的工具性網站，並

有上網率、通過率等統計功能，可供學校作為推動成效、

成績檢核、獎懲之參據。本網站雖設有帳號，但仍可供一

般訪客使用，目前網站資源豐富，接洽合作之全國高中、

高職及國中學校日益增加。 

相關附件 如照片 

聯絡窗口 
姓名：高志璋 

電話：1999轉 6349 

Email：william7@tpedu.t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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