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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調查新北市國民小學閱讀推廣現況，並探討新北市閱讀績優學校

閱讀推廣的關鍵因素。透過問卷調查各校閱讀推廣的現況以及閱讀推廣的困境，

並對市內九所閱讀磐石學校閱讀推廣負人進行訪談，探討閱讀績優學校閱讀推廣

成功的因素。 

調查結果顯示，新北市國民小學閱讀推廣現況在市政府的政策支援、學校及

家長的重視下，校方多能制訂計畫進行校園閱讀推廣，且閱讀資源面上獲取的管

道多元，除了政府提撥的經費外，與民間團體、社區的合作更加密切，然而資源

M 型化分配是一隱憂。在執行面上重視人力專業化與教師自我增能的需求，但

閱讀推廣負責人身兼數職工作繁重的問題有待解決。在推廣困境上，城市區域小

學在於凝聚教師共識與推廣時間不足，平地鄉鎮小學在於閱讀的基礎環境改善，

偏遠地區小學則在於學生閱讀動機與閱讀氣氛的營造，各有不同的挑戰。 

在閱讀磐石學校推廣關鍵因素方面，校長的理念與作法極為關鍵，除了組織

團隊、凝聚親師共識，積極引進產官學界資源外，更將閱讀融入校本課程、致力

閱讀教學的連貫化與系統化。而為了因應閱讀研究的脈動亦重視人員素質的提升，

然而成員流動的問題卻造成閱讀推廣的隱憂。 

根據研究結果建議，在教育相關單位方面，培訓校長成為校園閱讀推手，提

高圖書館層級與編制，全面設置閱讀推動教師，廣辦研習擴大參與對象範圍，在

資源上成立區域聯盟，平衡分配差距；在學校方面，應審慎擬定閱讀推廣計畫建

立回饋修正機制，凝聚親師推廣共識、提升人力素質，精緻化閱讀推廣內容，多

元評估閱讀成效，更要融入校本課程達成閱讀推廣系統化的目標。 

 

關鍵字：閱讀、閱讀推廣、閱讀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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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New Taipei City Elementary school 

reading promotion, and to explore the success factors for Reading Keystone Schools 

in New Taipei City. The study is via the surveys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reading promotion in practice, interviewing the persons in charge of 

reading promotion from the nine Reading Keystone Schools to explore success 

factor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based on supports from government and value of 

parents, elementary schools in New Taipei City are very involved in reading 

promotion and receive lots of information, cooperating with NGO and community 

besides funds.however M type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s a worry. Regarding executi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eacher self-empowerment are emphasized; however, 

different regions school have unique problems of reading promotion. 

Regarding success factors, principal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eamwork, 

consensus, school-based reading curriculum, acquiring resources, and elevating 

reading teaching system. In addition, a high turnover of staff leads to a difficult 

situation. 

According to research conclusion, several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For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it is suggested to train principals to be a 

facilitator, to elevate organization of library, and to launch workshop. For school 

administrators, it is suggested to plan reading program, content and feedback system, 

and to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parents, including multiple 

evaluation and school-based curriculum. 

 

Keywords: reading, reading promotion strategy, reading keyston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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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針對新北市國民小學閱讀推廣進行研究，蒐集學校閱讀推動負責人員

的看法，瞭解新北市國民小學閱讀推廣的現況，包含閱讀推廣的內容、學校閱讀

活動及推廣閱讀過程時遭遇的困境，且選擇新北市閱讀績優學校進行深入觀察及

訪談，瞭解閱讀推動成功的背景及脈絡加以分析歸納，並依據研究的結果提出建

議供教育機關施行政策及學校規劃閱讀推廣活動時之參考。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閱讀是人類與知識的橋樑、是學習的手段。然而在現今科技快速發展的狀態

下，聲光效果俱佳的媒體幾近淹沒了孩子，靜下心來閱讀的興致在孩子身上大量

的流失當中，閱讀幾成了學童的少數活動。而臺灣從 2000 年起由教育部長曾志朗

發起「兒童閱讀運動」，臺灣閱讀的議題終於被社會大眾正視。自此與閱讀相關的

教育政策、活動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到民間熱烈的施行著。九十學年度起閱讀能

力指標更正式納入九年一貫課程語文領域當中，顯見政府藉由國民義務教育階段

為學童培養出良好的閱讀習慣，進而達成終身主動學習，並逐步打造出書香社會

的企圖心。 

新北市（2010 年 12 月 25 日由臺北縣升格改制為新北市）地貌豐富、幅員遼

闊，約佔臺灣總面積的十六分之一，是全臺灣人口最多的城市，但 70％人口為新

北市外的移民，區域差距大、學習資源難以平均。因此新北市政府持續投入相關

教育資源到偏遠地區，目的在平衡城鄉間的學習資源差距、營造公平的學習機會。

在推動閱讀上新北市政府除了配合教育部實行推動偏遠地區閱讀運動，更以「閱

讀衛星學校」的方式對新北市內九大區學校進行閱讀推廣與輔導。現任市長朱立

倫也依據在桃園縣推廣閱讀的成功經驗，於2011年9月起推行「新北市一城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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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閱讀」活動，希望藉由城市共讀的方式，打造出書香城市。更於 2012 年起於

各級學校推行「新北市明日閱讀計畫」，期盼藉由閱讀啟動學生學習的關鍵。綜上

可知新北市政府在社會及教育領域中已投入大量經費、時間與人力全面推廣閱讀，

然而肩負國民義務教育第一線重任的國民小學，在閱讀推廣方面是否也同樣的欣

欣向榮？因此研究者想藉由本研究瞭解目前新北市不同區域間國民小學閱讀推廣

的現況及困境，更要瞭解目前新北市國民小學推廣閱讀時真正的需求為何？ 

杜威說：「要改變一個人，先改變他的環境」。學校是學童學習的主要環境，

閱讀是學習生活一切知識的基礎。國民小學是接受國民義務教育的重要啟蒙階段，

隨著教育改革的浪潮、教材鬆綁與教法的創新、國民教育強調帶著走的能力下，

學校提升兒童閱讀的理解力，是不可或缺的教育目標。圖書館是知識的寶庫，具

備終身學習教育的機能，提供公開的教育機會。學校圖書館是閱讀教育的強力後

盾（呂瑞蓮、林紀慧，2005），也是學校的教學資源中心。完善的圖書館館藏及設

備才能有效支援閱讀教育（林明煌，2011）。因此學校要妥善利用圖書館結合各方

資源擬定閱讀推廣策略、落實閱讀教育、營造一個利於學童閱讀的環境、給予學

童閱讀的機會、帶動校園閱讀風氣，達成書香社會的目的，進而強化國家未來競

爭力。 

學校營造了兒童閱讀的優良環境，教師作為引導兒童閱讀的媒介，都是不可

忽視的教育責任（鄭麗珠，2005）。有了妥善的校園閱讀推廣策略更重要的是身為

第一線的推廣人員及教師如何教導學童閱讀、引導學童思考？研究者身為國民小

學教師，卻發現多數學校的閱讀推廣策略規劃過度重視於學童閱讀的「量」。而非

質量兼具的閱讀，亦發現多數教師進行晨光閱讀或閱讀課時，僅僅將共讀的課外

讀物發給學童或帶入圖書館由學童自行閱讀，然而閱讀應重視其內涵，而不是讓

學生自由的「悅讀」（陳瀅如，2012），如此做法使良好的閱讀推廣規劃流於形式，

更遑論學生的閱讀成效。陳瀅如（2012）也發現目前閱讀的推廣還停留在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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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質」，國人多以書籍的借閱量來衡量閱讀施行的成效。卓石能（2012）更

指出臺灣的閱讀教育現況仍以閱讀量為主，偏重創新活潑的閱讀活動為主，缺乏

有效的閱讀教學策略。由過去的研究及研究者教學現場的觀察，顯見閱讀的規劃

與執行仍有許多努力的空間。 

研究指出閱讀經驗會影響兒童的閱讀行為，兒時閱讀若能運用正確的策略，

累積成功的閱讀經驗，將會使兒童更樂於閱讀，日後成為懂得自我調節的讀者（柯

華葳，2006；Nash，2010）。Ness（2007）亦主張每位教師都應就課程內容進行閱

讀教學。因此研究者深信閱讀是要需被教導的能力，也深感學童閱讀、思考、改

變的力量，不僅能為學童帶來文化刺激、幫助學童獲得知識，也提供學童反躬自

省、獨立思考的機會，更開啟學習落後的學童另一條學習路徑。但不是每個學童

都喜愛閱讀。閱讀是需要學習的技能並非與生俱來的本領，也不是一件樂趣無窮

的事（鄧麗娟，2011）。所以學校必需擬定長期性、系統性、計畫性的閱讀推廣內

涵，結合圖書館以及社會資源的力量，在教師專業能力指引下，密切的親師合作

中切實行動，才能展現良好的成效。故想藉由本研究瞭解新北市各校閱讀推廣現

況、探索新北市閱讀推廣資源、探究新北市國民小學閱讀推廣困境、探討閱讀績

優學校推廣閱讀關鍵的因素，並加以比較分析提出建議，以供教育相關單位擬定

閱讀推廣策略及教師進行閱讀活動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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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擬針對新北市國民小學閱讀推廣進行調查，將研究結果供教育機關

及教師規劃閱讀推廣活動時的參考，期能發揮閱讀推廣的最大效果，精進學生

的閱讀能力。故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新北市國民小學各校閱讀推廣現況。 

二、探索新北市國民小學各校閱讀推廣的相關資源。 

三、探究新北市國民小學各校閱讀推廣困境。 

四、探討新北市閱讀績優學校閱讀推廣的關鍵因素。 

 

第三節 研究問題 

一、新北市國民小學各校規劃閱讀推廣的歷程及內容為何？ 

二、新北市國民小學各校閱讀推廣的資源有哪些？ 

三、新北市國民小學如何整合運用閱讀推廣的相關資源？ 

四、新北市國民小學閱讀推廣面臨的困境與因應為何？ 

五、新北市閱讀績優學校閱讀推廣關鍵因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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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閱讀推廣 

本研究所指閱讀推廣是學校經過通盤性考量，訂定校園閱讀推廣計畫、成立

相關組織、精進教師閱讀專業知能、設計閱讀相關課程或活動，如：晨讀十分鐘、

師生共讀、好書推薦、說故事媽媽、閱讀護照等活動之作為；目的在於營造優良

閱讀環境、提高學生閱讀動機、培養學生良好閱讀習慣、提升校園整體閱讀風氣，

以增長學生學習及各項能力。 

二、閱讀推廣負責人 

本研究所指閱讀推廣負責人為經營管理學校圖書館業務之組織成員。教育部

國教司於 2002 年頒佈「國民小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明訂國民小學圖書館

組織人員，但實際現況因相關人力編制與經費增列困難的背景下，多未能落實，

使得目前圖書館經營管理人員多依學校規模不同隸屬該校教務處行政層級下，由

教務主任、設備組長或教師兼任。 

三、閱讀績優學校 

本研究所指閱讀績優學校是由新北市政府推薦參與教育部 100 到 102 學年度

閱讀磐石計畫獲獎之國民小學，100 學年度為瓜山國小、鄧公國小、北港國小; 101

學年度為直潭國小、泰山國小、中角國小；102 學年度計有中山國民小學、雙溪

國民小學、青潭國民小學，總數共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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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範圍係以新北市 204 所國民小學閱讀推動負責人員為主要研究對象，

並採用文獻分析、問卷調查、半結構訪談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對新北市國民小

學閱讀推廣進行調查，提供新北市國民小學各校規劃閱讀推廣時之參考。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囿於時間、真實環境、人力、物力等因素，可能出現若干限制： 

（一）基於時間及人力因素無法大規模進行全面調查，研究樣本選取僅以新北市

市立國民小學為範圍。 

（二）基於物力因素，研究問卷發放僅以新北市市立國民小學閱讀推廣負責人為

對象。 

（三）部分學校成立閱讀推動小組或工作坊，亦屬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但考量時

間及人力，僅針對校園閱讀推廣負責人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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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瞭解新北市國民小學閱讀推廣的現況、探索閱讀推廣相關資源以

及探討閱讀績優學校閱讀推廣關鍵的因素。根據研究目的本章首先探討閱讀相關

文獻，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其次探討校園閱讀推廣的關鍵因素，進而分析相

關活動及內涵；再者研討新北市國民小學閱讀推廣脈絡；最後探究國民小學閱讀

推廣相關文獻。歸納具體內容作為本研究重要的參考依據。 

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首先探究閱讀相關的理論，包含閱讀的意義、閱讀的

動機、閱讀的重要性；第二節探討校園閱讀推廣的關鍵因素；第三節研討新北市

國民小學閱讀推廣脈絡；第四節分析國民小學閱讀推廣相關文獻的研究。 

 

第一節 閱讀理論的基礎 

本研究欲探討國民小學閱讀推廣現況，必先釐清「閱讀」的概念，瞭解相關

理論基礎，方能繼續深入兒童閱讀的動機，進而瞭解閱讀的重要性。因此，本節

先由「閱讀的意義」、「閱讀的動機」、「閱讀的重要性」加以分析，漸次聚焦於國

民小學閱讀推廣策略理論基礎。 

一、閱讀的意義 

閱讀是人類生活中不斷進行的活動，更是訊息交流、建構意義的方式。閱讀

不僅是維繫生活正常運行的技能，更是人類文明進展的關鍵。牛頓曾說：「如果我

看得比別人更遠，那是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巨人就代表了無數前人累積的經驗

和智慧，而新生代必須透過「閱讀」才能讓智慧累積，進而產出更多豐碩的智慧

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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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必隱（1992）談到閱讀的定義可分為兩種，一為強調譯碼的過程、一為強

調意義的獲得。重視譯碼者認為閱讀在於將文字符號或語詞型態轉譯為聲音型態，

屬於將視覺訊息輸出為聽覺訊息的過程；重視意義獲得者認為閱讀在於將文字符

號或語詞型態轉換有意義的概念。 

行為心理學的觀點認為閱讀是可透過程序性反覆操作達到精熟的技能；認知

心理學的觀點認為閱讀是人與文本交互作用產生新義的過程。學者 Goodman 也認

為閱讀簡單來說就是讀者由擷取、理解到建構意義的歷程，強調的是即便兩個讀

者閱讀相同的篇章，也無法產出完全相同的意義。（洪月女譯，1998） 

劉安訓（2003）更將閱讀定義歸為三種觀點：一是閱讀是一個解碼的過程、

二為閱讀是「讀者」與「文章」產生互動性和建構性的過程、三為閱讀是獲取資

訊的過程。 

柯華葳（2006）也認為閱讀可分為兩種層次。一為認字，即逐字唸出文章中

的字，並尋找對應的字義；二為理解，即閱讀者透過先備知識分析字元、判斷字

元間的關係、選擇連結字元、形成有意義的單位。理解的過程中每一步都受到閱

讀者背景的影響。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閱讀是個體以視覺等方式，獲取文字或其他型態符號

進行辨析的複雜歷程，閱讀同時也與個體背景交互作用而產生新的意義。但無論

是對符號的譯碼或者意義的建立都是閱讀的一部分，兩者並不相抵觸。這表示閱

讀是在生活中獲取訊息不可或缺的能力，而國民小學為學童啟蒙教育的重要階段，

學校如何運用閱讀推廣策略增進國小學童的閱讀能力，是本研究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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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讀的動機 

嚴媚玲（1999）研究提及 Waples（1940）將閱讀動機區分為個人內在

（intrapersonal）及人際之間（interpersonal）。個人內在的閱讀動機意即閱讀者有

個人需求或受到刺激而進行閱讀；人際之間的閱讀動機即閱讀者在社交過程中產

生需求引起的閱讀行為。 

陳雁齡（2002）將閱讀動機歸納為四個方向： 

（一）獲得資訊 

一般而言，獲取資訊可說是閱讀的首要目的。因為讀者的好奇心可以透過閱

讀與文本的互動後獲得訊息與滿足，更可進一步提升自己。也就是說，資訊目的

的閱讀可以發現周遭、社會和世界相關事件的情況，尋求對實際事物的勸誡或意

見及決策的選擇，最重要的是可以滿足好奇與興趣。 

（二）個人認同 

在 Maslow（1954）的需求理論中，尋求個人認同是屬於較高層次的需求，在

個體的基本需求獲得滿足之後，其心理與精神上則需要獲得肯定。而閱讀能幫助

智慧的提升與自我啟發，透過閱讀理解可以尋求符合自身的行為模式並認同個人

的價值與意義。 

（三）整合與社會互動 

在自我認同之後，透過閱讀亦可產生與社會整合之互動，也就是替代性的社

會參與。藉由閱讀可以理解社會群體間的相同議題，使自身能融入其中，與他人

互動並產生歸屬感，並能得到真實生活伴侶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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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休閒娛樂 

為了休閒娛樂而進行閱讀是一普遍的目的。當讀者需要放鬆、安靜與調適之

時，閱讀是能得到心理上解脫的方式，在融入書籍的情境之後，能暫時脫離現實

生活、避開問題。亦是獲得內在文化或美學享受、情感抒發的一大良方。 

鄭麗珠（2005）依據張春興對「動機」的定義加以延伸，認為「閱讀動機」

乃指「引起個體閱讀的活動，維持已引起的閱讀活動，並促使閱讀活動朝向閱讀

理解目標進行的內在歷程」。由此可見，動機是引發個體外顯行為的內部歷程。 

綜上所述，閱讀動機是引發個體閱讀行為的重要內在歷程。Guthrie 等人的研

究指出學生的閱讀動機強閱讀能力也高，並藉由增加閱讀的頻率、數量等閱讀行

為滿足需求（Guthrie, Schafer & Huang，2001）。因此國小閱讀推廣的規劃內容

中，目的在成功引發學生閱讀動機，讓學童樂於享受閱讀，進而提升閱讀動機的

層次，能夠自發而非他律，進而達到終身學習的目的。 

三、閱讀的重要性 

閱讀不僅僅是個人的事，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指出，一國國民閱讀水準高低將影響國家

經濟表現和社會發展，閱讀能力高的國家，國民所得越高，其國家競爭力也愈高

（林巧敏，2008）。世界經濟論壇（WEF）國家競爭力評比的常勝軍-芬蘭，在國

民教育程度及閱讀率居全球之冠，究其原因為芬蘭教育體制與國情背景等交互作

用產生的結果。芬蘭綜合性學校(comprehensive school)的體制下的學習主題與課

程具有選擇性與彈性，是啟蒙兒童閱讀興趣的重要角色（Lombardi，2005）。Välijärvi 

et al（2002）等人的報告中更指出學童積極的閱讀行為、高度的閱讀參與，是影

響芬蘭學生閱讀能力的主因。由此可見國民閱讀能力的強弱，攸關國家競爭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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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衰，國民小學若能透過閱讀推廣活動來培養學童的閱讀能力、增進理解能力，

一定能提升國家整體的素質。 

劉安訓（2003）歸納學者研究認為閱讀有助於對知識的獲取和學習且有助於

培養理性的判斷。認知神經心理學學者洪蘭（2001）指出閱讀的好處是：1.開拓

視野；2.活化大腦；3.增加個體受挫能力；4.改變氣質。呂嘉紋（2006）認為兒童

閱讀的重要性有：1.提供多元的知識、擴展生活的經驗；2.增加理性的判斷，激發

豐富的想像；3.健全人格的發展，適應個別的差異；4.要培養休閒的興趣，延續終

身的學習。 

洪蘭和曾志朗（2001）認為閱讀是目前所知唯一可以替代經驗使個體取得知

識的方法。然而在科技一日千里的時代，學童生活在充斥影音聲光特效的虛擬世

界中逐漸失去想像力，形成只是單方面接受而無法主動思考、質疑，淹沒在資訊

洪流中的個體。而小學階段是學生閱讀興趣培養與早期閱讀發展的重要階段

（Coles & Hall，2002），且早期有閱讀習慣的人，在成年時較可能維持閱讀興趣

和習慣，並自行拓展涉獵的閱讀主題（Wigfield & Guthrie，1997）。因此學校透

過閱讀推廣規劃提供閱讀機會、引起學童閱讀動機、培養閱讀興趣，才能啟蒙學

童的閱讀力，奠定國家競爭力的基石。 

  



 

12 

 

第二節 校園閱讀推廣的關鍵因素 

本節主要探討校園閱讀推廣的關鍵因素。學校圖書館不僅是教學資源中心、

也是學童豐富課外常識、替代生活經驗的寶庫，更是閱讀推廣的起始點，但擁有

豐富的閱讀資源，還需要行政的整體規劃與教師教學引導，才能構築出適合各校

閱讀推廣的遠景和方向。故本節就圖書館資源、學校行政、教師教學等三個面向

進行探討，歸結出閱讀推廣有效的具體策略。 

一、圖書館資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學校的知識心臟為圖書館，圖書館的資源及

服務是閱讀推廣的奠基石，也可說是緊繫校園閱讀推廣成敗命脈的先天因素，國

際競爭力連年稱霸的國家-芬蘭就是擁有豐富的圖書館資源為後援，成就了 PISA

閱讀評比第一的榮耀。若圖書館的資源不足、服務止於書籍借閱流通，自然無法

滿足讀者需要、吸引讀者進入圖書館，閱讀推廣就成為空談。因此充實學校圖書

館資源，就是閱讀推廣的第一步。 

然而 2005 年全國國民小學圖書館現況調查研究顯示：人力不足、專業素養不

足、缺乏經費等三項各為國小圖書館在提供各項支援中最受困擾的問題（呂瑞蓮、

林紀慧，2005）。而 2013 年臺灣地區國中小學校圖書館經營管理調查研究顯示人

力、經費、館藏、專業人力、組織定位、資訊服務及設備集中於都會區學校。（呂

瑞蓮、周倩，2013）。在這兩項全國性大調查中顯見目前國民小學圖書館人力、

經費、專業素養仍舊是亟待補強的地方。 

但圖書館資源的艱困並非沒有解決的途徑。學校圖書館可以尋求公共圖書館

進行館際合作並積極運用民間閱讀推廣團體的力量獲得更多的協助（陳瀅如，

2012）。專家學者也建議：（1）法定經費以充實館藏及設備、（2）修訂教育人

員任用條例、落實營運基準、（3）設置專職專業人力、（4）長期發展圖書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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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化製作線上學習教材（5）成立全國國中小學校圖書館輔導團（呂瑞蓮、周倩，

2013）。如此一來，才能解決閱讀推廣的根本問題，在豐富的圖書資源上推廣閱

讀、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型塑閱讀風氣。 

二、學校行政層面 

多數教育政策或計畫執行上，第一線的教師多半被視為最重要的角色。但就

學校閱讀環境和整體閱讀風氣的營造來看，學校行政人員是否重視並願意透過有

效規劃，讓閱讀成為全校師生的常態活動，才是推展成敗的關鍵（劉安訓，2003；

鄭麗珠，2005）。劉安訓（2003）的研究中將閱讀推廣的行政層面分為硬體規劃及

軟體採購：硬體方面需有優質的圖書室環境規劃；軟體的採購方面為兒童讀物的

選擇。鄭麗珠（2005）的研究亦強調營造優質的圖書館環境及兒童讀物的選擇為

推展成敗的關鍵因素。 

（一）讀物選擇 

劉安訓（2003）認為兒童讀物的選擇應考慮： 

1.兒童讀物的特質：考量主題涵義、童趣表達、用詞敘述、插圖版式。認為

兒童讀物應讓兒童感受到閱讀的樂趣。 

2.兒童心理和喜愛的讀物類型：依據兒童心理發展，考量兒童的年齡選擇適

當的讀物。 

3.兒童讀物的分類及選擇要領：選擇圖書質感精良，提升兒童美的感受力、

內容具可讀性，避免閱讀越模糊、慎選優良讀物，協助兒童與地球村接軌。 

Fountas & Pinnell（1999）除了將兒童的閱讀成長分期外，也認為每個閱讀階

段的兒童有應適合的讀本。因此兒童讀物的選擇應考量個體間發展的差異，提供

多元選擇，以培養出為興趣而閱讀的兒童。可見學校行政在充實學校圖書館館藏

時，除了自身需有選擇讀物的基礎認知、思量學生的需求，更要與時俱進選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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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適齡恰當，能和學生生活經驗結合、知識正確的讀物，才能滿足學生閱讀需求，

達到閱讀推廣的目的，進而激發學生終身學習和創新的能力。 

（二）閱讀環境 

研究指出高收入家庭的學童有較好的閱讀資源（Worthy，1999），且學童閱讀

興趣和雙親社經背景更呈現正相關（Morrow，1983）。相對的，無法擁有優質家

庭閱讀資源的學童必定仰賴其他環境所提供的閱讀資源，而學校圖書館是低社經

背景學生的重要圖書來源（McKool，2007）。Krashen（1993）更發現 30%-97%學

生閱讀資料來自圖書館。因此學校行政對於圖書館環境的規劃、能否提供適當資

源，將對所有學生的閱讀意願產生重大影響。 

Hatt（1976）也指出個體的閱讀行為受讀者閱讀能力、閱讀時間、環境狀況

和資料的可得性影響。Gambrell（1996）發現越常接近書本的孩子閱讀動機越高。

而學校圖書館提供越便利取得的讀物、被閱讀的機會就越高，學童的閱讀動機也

相對提昇，因此學校不能將閱讀環境的營造限縮於圖書館內，更要擴大閱讀環境

的營造範圍以全校為主體、以家庭為主體、以在地區域為主體，才能讓學童時時

刻刻處於優異的閱讀環境和風氣，這都將有助於個體的閱讀發展。 

除了讀物選擇和閱讀環境營造外，學校行政透過同仁溝通整合意見，且擅用

專長教師及校長支持參與，使閱讀活動更易推動（鄧麗娟，2011）。學校行政除了

規劃學校閱讀推廣、尋求外部資源外，對凝聚同仁共識、成為師生閱讀的優良典

範，也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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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教學層面 

PIRLS 於 2006 年的調查發現臺灣學生的閱讀能力表現在字面意義的直接歷

程高於高層次理解思考的閱讀能力；也發現約四成左右的教師，未受過閱讀教學

的專業培訓。這個結果顯示臺灣學生進行閱讀時，思考理解閱讀文本內容的運作

和習慣較少；而教師的閱讀專業素養有待努力。（柯華葳、詹益綾、張建妤、游婷

雅，2008） 

閱讀是一個複雜的教學歷程，教師要有強烈的認知和厚實的社會、人文科學

背景知識才能處理（柯華葳，2009）。陳瀅如（2012）也認為教師的閱讀教學策略

和本身閱讀推廣的意願，在閱讀推廣中是十分關鍵的。然而教師實施閱讀教學過

程中有超過 55%以上的教師對於規劃一個完整的閱讀教學計畫最感不足（張阿丹，

2008）。因此閱讀要怎麼教？教什麼內容？研究建議教師將閱讀融入各科領域的教

學活動，才能有效的執行閱讀教育的政策（朱似萼，2007）。因此教師在閱讀推廣

中首先要能認同閱讀、自己也喜愛閱讀，才能知道如何閱讀教學，進行閱讀推廣

時有更多的著力點。 

閱讀活動自 2000 年以來百花齊放，其推廣的目的是要提升學生能力。教師在

閱讀推廣中的角色要從「授人以魚」演變為「授人以漁」，教師必先努力充實自我

的閱讀專業素養。陳怡如（2009）的研究中也發現教師要先能認同與重視閱讀、

具備指導閱讀的專業知能和策略，都是影響閱讀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所以教師

應重視學生閱讀的方法，而非學生閱讀了幾本書，將閱讀教學融入課程，才能提

升閱讀推廣的質量，激發學生高層次思考理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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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效的閱讀推廣策略 

聯合國大會於 1959 年發佈的兒童權利宣言中第七條：「兒童有權利獲得充分

的遊戲和娛樂活動的機會，而遊戲和娛樂活動必須以具有教育目的為原則，社會

及政府機關必須努力促進兒童享有這些權利。」說明了需給予兒童足夠的時間和

機會學習，更說明了學習應以學生為主體，教育的規劃應由學生的角度和觀點來

考量。然而更重要的是寓教於樂一直是學習成效最佳的教育方式，讓閱讀推廣內

容更生動活潑，達到最佳化的推廣效果，是學校閱讀推廣的理想目標。 

鄭麗珠（2005）的研究中蒐集相關閱讀策略彙整為十一點，並認為以下為閱

讀推廣應著眼的大環節： 

（一）布置班級圖書角，營造方便的閱讀環境。 

（二）訂定閱讀指導課，發展班級本位課程。 

（三）推行班級讀書會，全面提升閱讀樂趣。 

（四）分享閱讀心得，提升表達能力。 

（五）辦理有獎徵答，激發閱讀興趣。 

（六）響應好書推薦活動，延伸閱讀觸角。 

（七）辦理好書交換，為愛書找新主人。 

（八）發行閱讀護照，蔚成閱讀風氣。 

（九）鼓勵親子共讀，培養學習型家庭。 

（十）辦理校內書展，提供購書機會。 

（十一）辦理館藏資料查詢比賽，鼓勵善用資源。 

陳怡如（2009）研究調查發現影響閱讀活動成功的前五項因素為： 

（一）教師認同與重視閱讀活動。 

（二）父母的閱讀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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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具備指導學生閱讀的專業知能和策略。 

（四）家庭的閱讀活動。 

（五）教師能營造閱讀氣氛與環境。 

歸納本節的研究可以得知，具備成效的閱讀推廣就環境而言：圖書館是校園

閱讀推廣的起源、是當然的閱讀推廣的資源中心，圖書館的資源就是閱讀推廣的

軟實力;就學校組織成員而言：行政成員能夠考量學校環境背景結合相關的民間資

源，規劃出適合學校本身的閱讀推廣內涵。教師要能夠認同閱讀並提升閱讀的專

業素養，激發學生高層次理解思考的能力。要言之，校園閱讀推廣的成功是需要

具有專業背景人員規劃與利用豐富的閱讀相關資源，以各種型態融入學生的學習

並拓展至學生生活環境中，如此才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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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民小學閱讀推廣相關研究分析 

本節主要探討有關國民小學閱讀推廣的相關文獻資料，旨在瞭解國內閱讀推

廣現況及相關研究。本節先彙整國民小學閱讀推廣相關活動，再分析歸納相關文

獻資料，作為下一章研究設計的參考依據。 

一、國民小學閱讀推廣活動 

主要蒐集現今國民小學各校閱讀推廣活動的計畫、內容、實施方式及獎勵

辦法，研究者整理相關資料分述如下： 

（一）圖書館利用教育 

許多學校安排學生在中年級時開始進行圖書館利用教育。以圖書館硬體設施

層面來看，多以圖書館環境的介紹及設備借還的使用。另一方面輔以借閱規則以

及簡易圖書分類法介紹為主，安排資料查詢及檢索的課程較少。 

（二）閱讀心得學習單 

閱讀心得學習單是多數學校進行閱讀課程後的綜合活動，由學生習寫閱讀完

該書籍的心得及想法，形式不拘但多有低中高年段的格式區分，年段越高，學生

需習寫字數有越多的情況。 

（三）閱讀晉級制度/閱讀護照 

學校為獎勵學生廣泛閱讀，依據學生閱讀的書籍數量予以認證，通常由圖書

館教師或導師進行認證審核。晉級數量關卡及獎勵點因校而異，多輔以全校性獎

勵制度一同進行 

（四）晨光閱讀時間 

全校制訂早自習時間共同進行閱讀活動，此段時間內不安排學生測驗考試、

清潔打掃或社團活動，僅由各班老師帶領各班進行閱讀，頻率大約每週一到三次。 



 

19 

 

（五）師生共讀/班級讀書會 

由各班導師帶領學生進行專書閱讀及分享，藉由共同的專書閱讀進行教學與

師生討論。師生閱讀的書籍選擇多由導師決定，有的學校以班級巡迴交換書箱進

行師生共讀或班級讀書會研討。 

（六）閱讀課程 

學校將閱讀活動排入表定課程，由導師或專任閱讀教師帶領學生閱讀活動，

地點多為圖書館或班級教室，少數學校則於閱讀故事屋或電腦教室進行。 

（七）新書、優良圖書推薦 

學校定期於圖書館或公佈欄進行新書介紹或優良圖書推薦，多以圖文方式呈

現，由學校行政人員、教師撰寫新書、優良圖書閱讀心得推薦與學生分享，少部

分有學生撰寫閱讀心得推薦喜歡的書籍。 

（八）讀報剪貼 

目前新北市與國語日報社合作，每班每日皆有國語日報一份。多數學校除讀

報教育利用外，亦利用報紙來教導學生資料剪貼的能力。常見的方式有特定主題

蒐集如：國際時事、自然、漫畫…等、剪貼文章撰寫心得、蒐集佳詞美句進行手

工書製作。 

（九）閱讀心得演說 

學校由各班安排學生口頭分享閱讀書籍心得，分享的對象多為同年段不同班

級師生或原班級進行分享，實施頻率多以雙週進行一次或每月進行一次。 

（十）故事志工媽媽 

安排的說故事對象多為中低年級，由學校培訓說故事技巧或班級導師徵求班

上學生家長擔任說故事志工，說故事進行的時段多安排在早自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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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整理結果可以發現：國民小學閱讀推廣活動的內容多著重在學生讀

與寫的能力培養上，少部分學校利用讀報資料剪貼的方式再融入藝術與人文能力，

至於培養學生口語發表能力及資訊檢索利用能力的學校在比例上較為稀少。在蒐

集分析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整體而言大部分學校閱讀推廣都能注重學生閱讀的

「量」，但閱讀的「質」並無法完整的由學校的計畫或文件中呈現，是否在鼓勵學

生大量閱讀的背後，閱讀的質仍無法提升？或現今國民小學閱讀推廣策略的方向

能有需微調的地方，這些都是值得本研究參考的研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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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讀相關研究 

近年來國內有關「閱讀」的調查與研究相當熱門，研究者查閱台灣博碩士論

文加值系統，將與本研究相關文獻整理如表 2-1-1 所示。 

表 2-1-1 閱讀相關研究整理 

年度 研究主題 研究者 研究面向 

2003 
台北縣國小推展兒童閱讀之

研究 
劉安訓 

圖書室、兒童閱讀現況、閱讀推

動策略 

2005 
台南市國小兒童閱讀現況及

推動策略之研究 
鄭麗珠 

圖書館利用現況、學校推動策略

項目、學生參與閱讀活動現況 

2006 
台北縣國小閱讀環境經營

『衛星學校方式』之研究 
潘喣俐 

學校閱讀環境營造、 

兒童閱讀現況 

2009 
臺北縣國民小學「閱讀滿天

星計畫」實施現況之研究 
張孟熙 

閱讀推廣計畫執行成效，成員參

與和認同度 

2011 
花蓮縣國民小學推動閱讀活

動之研究 
鄧麗娟 

兒童閱讀活動實施現況、閱讀績

優學校推動 

劉安訓（2003）調查臺北縣國小兒童閱讀狀況，結果發現：（1）小型學校圖

書室在人力、經費及硬體上較為不足；（2）年齡愈小的兒童借閱圖書的頻率愈高；

（3）推動閱讀的策略上：閱讀獎勵制度發揮應有功效、校園閱讀角規劃朝向行政

和教師共同規劃、各校能兼顧新書及好書的宣傳提供兒童更多資源，但選書仍依

賴書商提供的新書管道；（4）兒童讀書會的設立應持續推動。 

潘喣俐（2006）研究重點在追求資源有效運用時是否影響教育計畫實施成效，

並兼顧教育資源適足性與公平性，其研究發現：（1）校園的閱讀環境營造及班級

推動閱讀活動十分普及；（2）學童參加校園推廣閱讀活動意願偏低；（3）學校

結合校外及社區閱讀資源方面初具成效；（4）教師及志工相關知能的研習有待加

強。研究者也建議：（1）建立國小學童閱讀能力適當量化衡量工具及指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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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優良閱讀教師評鑑與獎勵制度；（3）針對閱讀落後族羣加強推廣能量；（4）

應長期審慎規畫閱讀計畫。 

張孟熙（2009）分析臺北縣「閱讀滿天星計畫」執行現況，發現：（1）學校

普遍訂有因應學校發展的閱讀推廣計畫，也普遍利用晨光時間閱讀，每週約 40～

80 分鐘；（2）臺北縣國小軟硬體設備規劃趨於完整，編列的固定經費以購買新

書佔最大比例；（3）學校成員對閱讀推廣需求想法一致、肯定推動閱讀的成效；

（4）校長對計畫整體執行參與度高、教師對研習規劃符合教師需求認同度高；（5）

實施困境上：教師普遍認為閱讀教學時間不足、期待學校圖書館服務功能得以支

援教師教學、學校研習進修規劃可以朝閱讀研究資料彙整及相關資訊提供方面努

力；（6）學校閱讀活動以讀書會運作模式較少（7）閱讀推動教師期待家長參與

閱讀推廣並提供有關親子共讀講座，落實親子共讀。 

綜合以上臺北縣閱讀推展相關研究可以歸納：（1）學校成員對閱讀計畫施行

以及閱讀推廣活動有高度的認同；（2）學校依環境背景不同而制訂適合該校的閱

讀計畫；（3）學校行政人員特別是校長能與教師共同參與及規劃推廣活動將使校

園閱讀推廣活動更為順利；（4）閱讀獎勵制度能發揮鼓勵學童閱讀的功效；（5）

學校閱讀推廣活動以兒童讀書會運作形式進行較少；（6）閱讀教師期望家長能參

與閱讀，並提供親子講座相關活動；（7）教師對於閱讀研習規劃的需求度高，更

希望能將閱讀相關研習推展至志工及家長；（8）閱讀推廣活動與社區、民間資源

結合成效將逐漸顯現；（9）小型學校閱讀的相關資源仍為窘困。 

鄭麗珠（2005）的研究發現國小推動兒童閱讀現況：（1）普遍經費、設備不

足以及人力缺乏；（2）多數圖書館給學生借閱量為 2-3 本，借期是七天，學生每

月平均借閱量是 1.19 本，借閱總量以下學期較多；（3）國小最常推動的活動是

閱讀指導課，也是學生最踴躍參與及養成閱讀習慣成效最佳之活動；（4）推動閱

讀時最感困難的是經費不足，而最希望得到的是購書經費專款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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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麗娟（2011）研究發現：（1）花蓮縣大部分國小已重視閱讀活動，並透過

各種方式結合民間資源；（2）閱讀活動推行透過學校行政規劃整合、善用專長教

師及校長支持參與將使推廣活動更加順利；（3）學校教師大部分認同閱讀的重要

性，但高年級教師會因課業繁重等因素影響配合；（4）閱讀績優學校透過邀請專

家學者、鼓勵參加校外研習、專業對談及讀書會方式提升教師閱讀指導能力；（5）

閱讀績優學校透過親職教育活動將閱讀的重要性帶給家長，提高家長的配合度；

（6）學校閱讀活動面臨教師本身能力不足、教師工作繁忙、時間不足無法配合、

學生閱讀習慣不佳、家長配合度不高及經費不足等困境。 

朱似萼（2007）的研究結論指出：（1）教師對整體閱讀政策認知及執行情形

有高度認同，其中以培養閱讀興趣執行程度最高，推動網路閱讀執行程度最低；

（2）不同學校規模教師知覺閱讀教育政策執行影響因素較重要之向度有所不同；

（3）服務年資及不同學歷之教師或行政人員知覺「閱讀困境」的結果有所差異 

歸納以上研究建議發現：（1）校園閱讀活動設計需整體且長期規劃，校園閱

讀推廣計畫需要定期檢視修正；（2）學校教育人員推廣閱讀活動及計畫執行能力

普遍足夠，且對閱讀相關進修研習有高度需求；（3）學童閱讀量容易達成，但閱

讀的「質」仍有待觀察；（4）學校教育人員普遍希望藉由家長的參與提升推動閱

讀的力量，親子共讀是終極目標；（5）閱讀推廣活動設計應結合社區民間資源採

多元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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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新北市國民小學閱讀推廣脈絡 

本節主要探討新北市國民小學閱讀推廣的背景脈絡，故先整理 2000 年至今教

育部全國性的國民小學閱讀政策計畫，再聚焦於新北市區域性的國民小學閱讀政

策計畫以及民間相關資源，以作為擬定研究工具之參考。 

2000 年起教育部長曾志朗對於學生的閱讀便十分重視，當年便發起了全國兒

童閱讀運動。2001 年起頒訂了為期三年的「全國兒童閱讀計畫」。2004 年起將經

費挹注偏遠文化不利地區，遴選三百所國中小為推廣閱讀活動之焦點學校，是為

「焦點三百國小兒童閱讀計畫」，該計畫除了募集人力及館藏與計畫對象，更開

始培訓閱讀種子師資。2008 年起全面性的推動閱讀，開展了「閱讀 101-教育部國

民中小學閱讀提升計畫」，計畫中全國閱讀磐石學校定期的甄選，目的在於鼓勵

閱讀推廣績優學校外，也冀望成為他校閱讀推廣參考的標竿。在中央政府長期性、

計畫性的輔助下，臺灣的兒童閱讀推廣邁向前所未有的高峰。 

新北市向來重視學生的教育，在全國性的閱讀推廣浪潮下，教育局於 2003

年在九大分區各選一所學校設立「愛的書庫」，成為各分區閱讀資源的新據點。

期望以點線面的模式在幅員遼闊的新北市推廣閱讀。2007 年新北市成立閱讀推廣

小組-閱讀滿天星，具體規劃新北市全區的閱讀推廣，是為「閱讀滿天星計畫」，

計畫為使學生的閱讀與學習緊密結合，以閱讀衛星學校的作法，獎勵各校落實閱

讀推廣教育，並評選市內國中小各三所參加閱讀磐石學校的評選，此一運作模式

使新北市推選的閱讀績優學校參與評選的得獎率極佳，為全國樹立許多閱讀推廣

的學習典範。2008 年起更推動班級讀書會、舉辦讀報教育活動，使新北市的國民

小學每日每班均有一份國語日報。此外更聘請專家學者編纂白話文及韻文補充教

材充實校園閱讀資源。2009 到 2011 年，新北市轄內所有小學都有屬於自己的語

文故事屋，學童在故事屋中由故事志工帶領欣賞閱讀文本、學習語文。2012 年新

北市為改善學生「高成就，低興趣，低信心」的問題，啟動「明日閱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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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分三年三階段預計執行至 2014 年五月，計畫第一階段先選定 8 所種子學校試

辦，之後逐步擴大試辦範圍，以落實「閱讀是啟動學習的關鍵」。綜上所述可以看

出新北市政府對閱讀教育不遺餘力，其成效亦表現在全國語文競賽中，使新北市

成為全國語文競賽的常勝勁旅。 

而新北市幅員遼闊、區域發展有待平衡，因此民間閱讀推廣也在新北市十分

活躍。2004 年啟動「希望閱讀計畫」的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就認養了新北市 16

所偏遠國民小學，彌補區域資源的差異。2005 年成立的「愛的書庫」，以書箱的

方式提供學校借閱，以利班級進行共讀。2007 年玉山銀行更推動的「玉山黃金種

子計畫」，計畫在全國偏鄉國小以每年十間的總數捐建玉山圖書館，並協助館藏

及維護經費，至 2013 年底新北市也有三所偏遠國民小學受益。由此可知閱讀推廣

活動在新北市可以說是一片榮景，從政府到民間的閱讀資源也不斷進駐，努力弭

平區域的城鄉差距。 

探索新北市閱讀推廣的脈絡，可以發現新北市教育局為新北市學童規劃及運

作的模式。新北市政府及民間閱讀資源合力挹注的狀況下也可以發現新北市閱讀

推廣資源在偏鄉與城區間的板塊推移。然而依據遠見雜誌 2007 年全民閱讀大調查

的結果發現臺灣閱讀資源正 M 型化，位處城市中心的學校掌握了豐富的閱讀資源、

偏遠地區的學校也受到政府及民間的關注;而位處於這兩者之間的平地鄉鎮在資

源上成了政府不聞、民間不問、地方無力的三不管地帶，這些區域內的學校就成

了「不山不市」的學校，也就是「不在山區，也不在城市」、名義上不偏遠但實

質卻因缺乏政府及社會關注造成閱讀資源貧瘠的學校。在這樣的脈絡背景下，城

市、平地鄉鎮、偏遠地區這些不同學校性質在閱讀推廣的實行是否各有不同的作

法與困境？是否還有亟待突破的瓶頸？這些都是本研究挖掘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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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瞭解新北市國民小學閱讀推廣的現況探索新北市國民小學各校閱

讀推廣資源及探討閱讀績優學校閱讀推廣關鍵的因素。本研究以新北市國民小學

閱讀推動人員為研究對象，並採用問卷調查法蒐集資料進行統計分析，輔以半結

構式訪談深入研究問題，達成研究目的、回答研究問題。 

以下分節說明本研究之研究架構與步驟、研究對象及取樣方法、研究工具、

實施程序、資料處理與分析。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步驟 

一、研究架構 

基於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擬先調查新北市國民小學各校推廣閱讀施行的

現況，再比較研究對象是否因性別、年齡、服務年資、專業相關背景、參與閱讀

相關的研習時數等不同的個人背景變項，在閱讀推廣上是否有顯著差異，接著比

較不同學校的規模、性質在閱讀推廣實行上是否有差異。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

圖 3-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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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背景變項 

1.性別 

2.年齡 

3.服務年資 

4.專業背景 

5.閱讀相關領域研習 

學校環境變項 

1.學校班級數規模 

2.學校性質 

(城市、偏遠、 

不在市中心，也不在偏

遠地區) 

 

閱讀推廣 

1.閱讀推廣規劃 

2.相關資源內容 

3.資源整合方式 

4.困境與因應 

圖 3-1-1 新北市國民小學閱讀推廣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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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步驟 

依據研究架構，本研究之實施步驟如下： 

（一）蒐集並閱讀相關文獻資料，確定研究主題並擬定研究架構及方法。 

（二）從文獻中蒐集有關學校閱讀推廣的研究資料，加以整理分析，作為本研究

之理論基礎及設計研究工具之參考。 

（三）編制問卷初稿，徵詢專家者意見後修改問卷內容，不足之處再蒐集、閱讀

相關文獻予以修正，最後編成正式問卷。 

（四）寄發問卷，進行問卷調查與半結構式訪談。 

（五）問卷回收再進行資料統計與分析。 

（六）論文撰寫，依據資料分析結果歸納結論並提出建議。 

據上所述實施步驟之研究流程圖如圖 3-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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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定研究動機 

訂定研究主題 

文獻資料蒐集 

擬定研究架構 

編制問卷初稿 

徵詢專家學者建議 

修正問卷內容 

編制正式問卷並寄發 

問卷回收與統計 

半結構式訪談 

資料整理與分析 

歸納結論與建議 

論文撰寫 

圖 3-1-2 研究步驟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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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取樣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研究地區為新北市，以市內之公立國民小學為研究之母群體，採用普

查的方式，抽取學校閱讀推廣負責人樣本數 204 份。 

二、取樣方法 

（一）立意抽樣 

研究旨在瞭解新北市不同規模國民小學閱讀推廣現況及資源，有鑑於新北市

國民小學教育人員母群體過大，所以在樣本的選取上選擇以立意抽樣的方式。冀

望採用學校中對於閱讀推廣策略最為瞭解的人員為研究對象進行問卷填答，遂選

取各校圖書館經營者或閱讀推動主要負責人員為主要研究對象。 

（二）半結構式訪談 

半結構式訪談係由訪談者於事前提供一組提綱挈領的問題，用以引導對話時

的思考及話題走向，讓訪談者與受訪人員在設定的主題範圍自由的探索發問與晤

談，因此於訪談時能使雙方在有限的時間內作最佳的運用，且事先設定探索的主

題範圍，有助於在事後分析時對不同的受訪者所做的回應進行系統性與綜合性整

理。 

本研究旨在調查新北市國民小學閱讀推廣現況及資源、探討閱讀推廣關鍵因

素，除實施問卷調查外，另對新北市國民小學 100 至 102 學年度榮獲教育部閱讀

磐石學校之閱讀推廣人員進行半結構式訪談，此次訪談對象計有：100 學年度為

瓜山國小、鄧公國小、北港國小；101 學年度為直潭國小、泰山國小、中角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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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為中山國民小學、雙溪國民小學、青潭國民小學，總數共九所，研究

者將訪談資料進行分析整理，用以比較問卷調查之結果、補足問卷調查不足之處。 

（三）研究樣本資料 

新北市教育局將新北市現行行政區域劃為九大分區，各大分區各含若干行政

區，九大分區計有板橋分區（板橋區、土城區）、雙和分區（中和區、永和區）、

文山分區（坪林區、新店區、烏來區、石碇區）、淡水分區（三芝區、淡水區、石

門區）、三鶯分區（三峽區、鶯歌區、樹林區）、新莊分區（五股區、八里區、新

莊區、泰山區、林口區）、七星分區（汐止區、萬里區、金山區）、瑞芳分區（含

平溪區、瑞芳區、貢寮區、雙溪區）、三重分區(含三重區、蘆洲區)。研究者依據

新北市教育局 102 學年度學校資料將總班級數依 12 班以下、13-24 班、25-36 班、

37-48 班、49-60 班、61-72 班、73 班以上標準製表，如表 3-2-1 所示。 

表 3-2-1 新北市 102 學年度年九大分區國民小學班級規模表 

 
12 班 

13-24

班 

25-36

班 

37-48

班 

49-60

班 

61-72

班 

73 班

以上 
總計 

板橋分區 0 0 3 4 3 3 10 23 

雙和分區 0 0 2 1 1 5 5 14 

文山分區 8 3 2 2 2 2 0 19 

淡水分區 12 2 2 1 2 1 0 20 

三鶯分區 9 7 5 4 1 4 0 30 

新莊分區 4 6 5 4 9 4 4 36 

七星分區 8 6 2 2 1 0 1 20 

瑞芳分區 21 1 0 1 0 0 0 23 

三重分區 0 2 2 3 1 3 8 19 

總計 62 27 23 22 20 22 28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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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一、問卷設計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為蒐集資料的工具，並依據研究目的及問題設計問卷。問

卷編製過程分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擬定問卷初稿，第二階段建立專家內容效度，

第三階段編製正式問卷。 

（一）擬定問卷初稿 

問卷初稿是依據本研究的目的及問題，透過文獻分析、參考相關問卷，經整

理歸納並與指導教授討論修改後。彙整編製出「新北市國民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廣

策略調查問卷初稿」（附錄一），。而問卷調查題目主要參考自下列文獻： 

表 3-3-1 問卷編制參考文獻表 

年度 研究主題 研究者 研究面向 

2003 
台北縣國小推展兒童閱讀之研究 

劉安訓 
圖書室、兒童閱讀現

況、閱讀推動策略 

2005 

台南市國小兒童閱讀現況及推動

策略之研究 鄭麗珠 

圖書館利用現況、學校

推動策略項目、學生參

與閱讀活動現況 

2008 
臺北縣國民小學「閱讀滿天星計

畫」實施現況之研究 
張孟熙 

閱讀推廣計畫執行成

效，成員參與及認同度 

2011 
花蓮縣國民小學推動閱讀活動之

研究 
鄧麗娟 

兒童閱讀活動實施現

況、閱讀績優學校推動 

（二）建立專家內容效度 

本研究問卷初稿擬定後，依據口試委員及指導教授之建議，修正問卷初稿，

再將「新北市國民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廣研究調查問卷」編製為專家內容效度問卷。

再與數位專家學者，針對問卷內容提出建議，並進行問卷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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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編製正式問卷 

問卷經「專家內容效度」考驗後，參酌專家意見，並與指導教授討論，針對

問卷內容進行選項增減及文字修改，編製成「新北市國民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廣研

究調查問卷」。 

（四）問卷設計架構 

問卷內容分為基本資料、學校閱讀推廣現況、閱讀推廣資源、閱讀推廣的困

境等四部分，共五大題計有 11 小題封閉式問題、14 小題混合式問題與 3 題開放

式問題。問卷調查設計架構如圖 3-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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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問卷設計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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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大綱 

本研究為進一步了解新北市閱讀推廣績優學校閱讀推廣的關鍵因素，以半結

構訪談方式訪談新北市國民小學 100 至 102 學年度榮獲教育部閱讀磐石學校之閱

讀推廣人員，藉此分析閱讀推廣績優學校閱讀推廣的策略規劃、學校閱讀推廣的

資源與推廣困境，且由受訪者閱讀推廣經驗分享，瞭解受訪者對於學校閱讀推廣

的心得意見與未來展望（參見附錄二）。 

訪談第一部分：學校閱讀推廣策略規劃。旨在瞭解閱讀績優學校規劃閱讀推

廣的歷程、閱讀推廣主導者的樂教育理念、教師與家長在閱讀推廣中的角色、態

度與實際行動為何？ 

訪談第二部分：學校閱讀推廣資源。旨在探討學校校內閱讀推廣資源如何滿

足學校閱讀推廣需求、學校閱讀推廣組織運作方式、校外閱讀推廣資源的合作情

況以及校內與校外資源的整合方式。 

訪談第三部分：閱讀推廣困境與因應。旨在探索閱讀推廣績優學校在閱讀推

廣過程中面臨的困境、挑戰與因應，並瞭解學校閱讀推廣未來的規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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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主要以問卷調查法為主輔以半結構訪談法進行資料蒐集，以下分項說

明： 

一、問卷寄發與回收 

問卷初稿首先進行專家內容效度，以維持問卷內容之代表性與有效性，問卷

初稿題目再修正後編制成正式問卷，並採用普查的方式，以新北市 204 所公立國

民小學閱讀推廣負責人員為調查對象，正式問卷擬以郵寄方式於 2014 年 9 月 15

日開始寄發，於 2014 年 10 月 20 日針對未寄回之學校進行催收與補寄，問卷於

2014 年 10 月 31 日回收完成。 

二、半結構式訪談 

半結構式訪談採取立意抽樣的方式，初步擬定訪談名單，以電話或電子郵件

聯繫受訪者，徵詢其意願後再排定訪問日期。訪談時先進行綱要式訪談，時間約

一小時，再根據受訪者的回答進一步提出探討問題，結束後根據受訪者談話內進

行資料整理工作。 

三、資料整理 

問卷回收完畢後，立即整理、編碼與建檔，並利用軟體進行資料分析，將結果及

訪談記錄作為撰寫論文第四章、第五章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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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一、問卷資料 

本研究問卷回收後，將有效問卷予以編碼，以 SPSS 22 for windows 統計套裝

軟體進行研究結果資料的處理與分析。統計結果分別以次數分配、百分比及平均

數等統計方式進行資料分析。 

二、訪談資料 

為求深入瞭解新北市閱讀推廣績優學校的閱讀推廣規劃、閱讀推廣資源、閱

讀推廣困境，本研究選擇研究範圍中九所學校閱讀推廣負責人，編製訪談大綱進

行訪談。以下為受訪者相關資料共計九位。 

表 3-5-1 受訪人員相關資料 

受訪者代號 職位名稱 訪談日期 

P1 教務主任 103.08.22 

P2 校長 103.09.18 

P3 教務主任 103.10.13 

P4 輔導主任 103.11.17 

P5 教師 103.08.21 

P6 資料組長 103.08.20 

p7 教師 103.11.05 

p8 教務主任 103.09.23 

P9 教師 103.10.03 

 



 

38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為瞭解新北市國民小學閱讀推廣現況以及閱讀推廣績優學校推廣策略，本研

究以問卷調查的方式，蒐集新北市國民小學閱讀推廣現況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並

對新北市 100~102 學年度榮獲閱讀磐石學校閱讀推廣人員進行半結構式訪談。 

本章就問卷調查、半結構訪談紀錄及蒐集相關文件內容等實證結果，加以分

析及探討，茲分五節如下： 

第一節 新北市國民小學各校閱讀推廣背景 

第二節 新北市國民小學各校閱讀推廣策略分析 

第三節 新北市國民小學閱讀推廣面臨的困境與需求 

第四節 新北市閱讀績優學校閱讀推廣關鍵因素探討 

第五節 綜合討論 

 

第一節 新北市國民小學各校閱讀推廣背景 

本研究問卷發放期間自 2014 年 9 月 15 日至 2014 年 10 月 31 日止，共發放

204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107 份，有效回收率為 53%，本節根據受試者填答之

資料，討論新北市國民小學各校規劃閱讀推廣現況，茲敘述如下： 

一、學校基本資料分析 

（一）學校區域 

依據統計結果顯示，板橋區佔9校、雙和區佔6校、三鶯區佔24校、七星區佔9

校、三重區佔10校、瑞芳區佔15校、文山區佔10校、淡水區佔12校、新莊區佔12

校。（參見表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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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新北市學校區域統計表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排序 

板橋區 9 8.4% 7 

雙和區 6 5.6% 9 

三鶯區 24 22.4% 1 

七星區 9 8.4% 7 

三重區 10 9.3% 5 

瑞芳區 15 14.0% 2 

文山區 10 9.3% 5 

淡水區 12 11.2% 3 

新莊區 12 11.2% 3 

總和 107 100.0%  

（二）學校規模 

依據表 4-1-2 統計結果顯示，12 班以下佔 33.6%，13-24 班佔 12.1%，25-36

班佔 9.3%，37-48 班佔 14%，49-60 班佔 9.3%，61-72 班佔 11.2%，73 班以上佔

10.3%。 

表4-1-2 學校規模統計表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排序 

 12 班以下 36 33.6% 1 

13-24 班 13 12.1% 3 

25-36 班 10 9.3% 6 

37-48 班 15 14.0% 2 

49-60 班 10 9.3% 6 

61-72 班 12 11.2% 4 

 73 班以上 11 10.3% 5 

總和 10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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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性質 

依據表 4-1-3 統計結果顯示，城市區域小學佔 42.1%，平地鄉鎮小學（不在偏

遠地區也不在市中心）佔 21.5%，經教育局提報為偏遠小學佔 36.4%。 

表 4-1-3 學校性質統計表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排序 

城市區域小學 45 42.1% 
1 

平地鄉鎮小學 
(不在偏遠地區也不在市中心) 

23 21.5% 
2 

經教育局提報為偏遠小學 39 36.4% 
3 

總和 107 100.0%  

二、學校閱讀推廣負責人基本資料分析 

（一）性別 

依據統計結果顯示學校閱讀推廣負責人中，男性佔 27.1%，女性佔 72%，以

女性佔多數。（參見表 4-1-4） 

表 4-1-4 閱讀推廣負責人性別統計表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排序 

女 77 72.0% 1 

男 30 28.0% 2 

總和 107 100.0%  

（二）年齡 

 依據表 4-1-5 統計結果顯示學校閱讀推廣負責人的年齡層以 36-40歲之間最

多，31-35歲次之，51歲（含）以上最少。而年齡層 36-40歲年齡層的學校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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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投入教育工作職場約十年左右，不論在學校行政運作、國民小學課程或學童

發展上有一定程度的掌握。 

表 4-1-5 閱讀推廣負責人年齡統計表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排序 

30 歲(含)以下 12 11.2% 5 

31 -35 歲 23 21.5% 2 

36 -40 歲 34 31.8% 1 

41 -45 歲 21 19.6% 3 

46 -50 歲 14 13.1% 4 

51 歲(含)以上 3 2.8% 6 

總和 107 100.0%  

（三）服務年資 

依據表4-1-6統計結果顯示，學校閱讀推廣負責人服務年資以11-15年最多佔全

體36.4%，16-20年居次佔20.6%，以26年以上最少佔4.7%。服務年資11-15年的學

校教職人員除了對於學校運作及國民小學課程的瞭解有一定成熟度，且對閱讀推

廣工作保有相當熱忱。 

表 4-1-6 閱讀推廣負責人服務年資統計表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排序 

5年以下 19 17.8% 3 

6-10年 11 10.3% 4 

11 -15 年 39 36.4% 1 

16-20 年 22 20.6% 2 

21-25年 11 10.3% 4 

26年以上 5 4.7% 6 

總和 10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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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負責閱讀推廣年資 

依據表4-1-7統計結果顯示，新北市學校閱讀推廣負責人推廣閱讀年資約在2.3

年左右，而在閱讀推廣領域耕耘最長有12年之久。 

表4-1-7負責閱讀推廣年資統計表                  （N＝105） 

項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偏差 

負責閱讀推廣年資 .00 12.00 2.3232 2.15411 

（五）學歷 

依據表4-1-8統計結果顯示，閱讀推廣負責學歷在大學院校佔42.9%，教育學

分班佔4.8%，而以研究所碩士班(含)以上佔52.4 %最多。 

表 4-1-8 閱讀推廣負責人學歷統計表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排序 

大學院校 45 42.1% 2 

教育學分班 5 4.7% 3 

研究所碩士班(含)以上 55 51.4% 1 

總和 105 98.1%  

（六）擔任職務 

依據表 4-1-9 統計結果顯示，閱讀推廣負責人在校擔任職務，以圖書館（室）

負責人比例最高，設備組長次之，閱讀推動教師為第三，其他還有行政協助人員、

課程研發組長、學籍組長、註冊組長與學務主任等；但身兼兩種以上職務的人員

比例高達 53.27%，顯見校園閱讀推動人力緊迫、工作負荷量大、非專任專職的比

例高（見表 4-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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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閱讀推廣負責人職務統計表(複選) (N=188)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排序 

教務主任 5 4.7% 8 

教導主任 6 5.6% 7 

設備組長 49 45.8% 2 

圖書館(室)負責人 57 53.3% 1 

閱讀推動教師 30 28.0% 3 

班級導師 10 9.3% 5 

科任教師 21 19.6% 4 

幹事 2 1.9% 9 

其他 8 7.5% 6 

表 4-1-9-1 閱讀推廣負責人雙重職務統計表 

項目 總人數 雙身分人數 雙身分百分比 

閱讀推廣負責人

雙重職務 
107 57 53.27% 

（七）閱讀推廣增能途徑 

依據表 4-1-10 統計結果顯示，閱讀推廣負責人的增能途徑，以全誼圖書系統

操作研習佔 75%比例最高，教師閱讀教學研習比例 73.3%次之，閱讀推廣種子教

師培訓第三佔 34.7%。縱上所述可知，除全誼圖書系統操作研習外，新北市政府

在學校閱讀推廣上積極為教師閱讀教學增能，更積極培養閱讀推廣種子教師，讓

學校閱讀推廣更加深化。 

表 4-1-10 閱讀推廣負責人增能途徑分析(複選)           (N=217)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排序 

全誼圖書系統操作研習 76 75.2% 1 

教師閱讀教學研習 74 73.3% 2 

閱讀推廣種子教師培訓 35 34.7% 3 

大專院校舉辦之國小圖書館經營研習 22 21.8% 4 

圖書資訊管理學分班 2 2.0% 6 

中國民國圖書館協會研習 2 2.0% 5 

其他（採購法、圖書館空間改造） 6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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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北市國民小學各校閱讀推廣現況分析 

新北市政府自閱讀推廣的浪潮以來，在作法上採用多種模式、挹注各種教育

資源推廣閱讀;在民間更有熱心企業及團體協助偏鄉區域學校;這些作為的目的都

是積極平衡新北市區域間的差異，而在此力量中學校閱讀推廣的現況為何？本節

依據問卷調查結果分學校閱讀推廣現況與閱讀推廣資源兩方面加以說明。 

一、學校閱讀推廣現況  

（一）學校閱讀推廣計畫的訂定 

依據表 4-2-1 統計結果顯示，86%的學校訂定閱讀推廣計畫成為學校成員執行

的依據。顯示閱讀推廣為多數學校長期發展的目標，並普遍受到學校重視。 

表 4-2-1 是否訂定閱讀推廣計畫統計表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排序 

是 92 86.0% 1 

否 14 13.1% 2 

總和 106 99.1%  

（二）訂定閱讀推廣計畫的成員 

在表 4-2-2 統計結果顯示。擁有閱讀推廣計畫的學校，參與訂定計畫的成員

職務中以教務主任所佔比例最高，校長次之，圖書館（室）負責人佔第三。此外

其他選項中學校另有志工、學校幹事、各學年主任、閱讀推動小組、課程發展小

組、全體教師的成員參與訂定學校閱讀推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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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閱讀推廣計畫訂定成員職務統計表(複選)(N=454)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排序 

教務主任 72 85.7% 1 

校長 58 69.0% 2 

圖書館（室）負責人 47 56.0% 3 

閱讀推動教師 45 53.6% 4 

導師 41 48.8% 5 

設備組長 41 48.8% 5 

教學組長 38 45.2% 7 

輔導主任 19 22.6% 8 

教導主任 18 21.4% 9 

總務主任 14 16.7% 10 

科任教師 14 16.7% 10 

學務主任 14 16.7% 10 

家長代表 12 14.3% 13 

資訊組長 7 8.3% 14 

生教組長 1 1.2% 15 

其他 13 15.5%  

（三）閱讀推廣計畫是否定期修正 

依據表 4-2-3 統計結果顯示，訂定閱讀推廣計畫的學校中，定期修正的學校

佔大多數，平均修正時間約為兩個學期修正一次。 

表 4-2-3 閱讀推廣計畫是否定期修正統計表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排序 

是 66 61.7% 1 

否 17 15.9% 2 

總和 83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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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1 閱讀推廣計畫修正時間分析              （N＝66） 

項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偏差 

約多久時間修正一次 1 6 2.00 1.000 

（四）閱讀推廣的實施對象 

依據表 4-2-4 統計結果顯示，閱讀推廣實施主要對象依序為學生、教師、家

長。而社區人士最少。 

表 4-2-4 閱讀推廣實施對象分析(複選)    (N=264)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排序 

學生 106 99.1% 1 

教師 64 59.8% 2 

家長 46 43.0% 3 

學校行政人員 33 30.8% 4 

社區人士 13 12.1% 5 

其他（志工） 2 1.9%  

（五）閱讀推廣的實施內容 

由表 4-2-5 統計結果可知在各校閱讀推廣的實施內容中以晨光閱讀所佔比例

最高，閱讀課次之，其他還有閱讀闖關、話劇演出、說故事、閱讀祭、說書、曬

書日等實施內容，而晨光閱讀與閱讀課這兩項推廣實施內容在新北市教育政策的

支持下，成為全市學校閱讀全面實行的推廣活動，因此所佔比例較高。而再比較

表 4-2-5-1 具有閱讀推動教師身份的學校閱讀推廣實施內容可以發現圖書館利用

教育比例升高、閱讀心得寫作項目降低，推估閱讀推動教師實施方向以教導學生

利用圖書資源的能力為主，降低讀寫心得比例或改以口語表達、動態發表活動呈

現以提升學生閱讀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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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閱讀推廣實施內容分析(複選)     (N=857)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排序 

晨光閱讀 102 95.3% 1 

閱讀課 93 86.9% 2 

閱讀心得寫作 79 73.8% 3 

好書推薦 71 66.4% 4 

親子共讀 70 65.4% 5 

班級讀書會 69 64.5% 6 

閱讀護照認證 69 64.5% 6 

圖書館利用教育 65 60.7% 8 

閱讀有獎徵答 57 53.3% 9 

繪本小書製作 41 38.3% 10 

與作家有約 40 37.4% 11 

文章剪貼 39 36.4% 12 

好書交換 29 27.1% 13 

查字典比賽 22 20.6% 14 

其他 11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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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1 閱讀推動教師學校閱讀推廣實施內容統計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排序 

晨光閱讀 28 93.3% 1 

好書推薦 27 90.0% 2 

閱讀課 26 86.7% 3 

閱讀護照認證 24 80.0% 4 

班級讀書會 22 73.3% 5 

圖書館利用教育 22 73.3% 5 

親子共讀 20 66.7% 7 

閱讀心得寫作 20 66.7% 7 

閱讀有獎徵答 17 56.7% 9 

與作家有約 14 46.7% 10 

繪本小書製作 14 46.7% 10 

好書交換 8 26.7% 12 

文章剪貼 8 26.7% 12 

查字典比賽 7 23.3% 14 

其他(巡迴說書、曬書節、

主題書展、密室逃脫) 
2 6.6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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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閱讀推廣結合的教學領域 

閱讀推廣的形式多變，能結合的領域甚廣，而依據表 4-2-6 統計閱讀推廣結

合領域以語文領域所佔比例最高，社會領域次之，藝術與人文及綜合領域第三。

推估閱讀與語文領域為最有直接關係的一環。 

表 4-2-6 閱讀推廣結合之教學領域分析(複選) (N=407)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排序 

語文領域 88 83.8% 1 

社會領域 53 50.5% 2 

藝術與人文 48 45.7% 3 

綜合領域 48 45.7% 3 

生活領域 45 42.9% 5 

自然領域 42 40.0% 6 

 資訊領域 33 31.4% 7 

數學領域 21 20.0% 8 

健康領域 18 17.1% 9 

無 11 10.5% 10 

（七）檢視閱讀推廣成效的作法 

閱讀推廣的成效需經過長久耕耘才能顯現，依表 4-2-7 統計結果，學校檢視

閱讀推廣成效的作法以閱讀學習單最多，閱讀護照認證次之。可能在這兩項作法

對師生而言較為即時，產出也較多。而在其他選項的開放填答當中以新北市政府

定期舉行市內國語文檢測的最多，全誼圖書系統借閱量統計與動態類型活動如口

頭發表、閱讀展演、闖關尋寶活動居次。而市內國語文檢測可能有助觀察學生閱

讀能力長期的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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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閱讀推廣成效檢視作法統計表(複選)(N=199)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排序 

閱讀學習單 84 80.0% 1 

閱讀護照認證 80 76.2% 2 

閱讀測驗 21  20.0% 3 

其他(語文檢測、動態活動、

借閱量統計) 

14 13.3% 

4 

（八）規劃閱讀相關專業成長課程或研習與實施對象 

依據表 4-2-8 統計結果顯示，沒有規劃閱讀相關專業成長課程或研習的學校

佔多數;而表 4-2-9 顯示規劃閱讀相關專業成長課程或研習的學校中，研習增能的

主要對象以教師最多。 

表 4-2-8 規劃閱讀相關專業成長課程或研習統計表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排序 

是 47 43.9% 2 

否 55 51.4% 1 

總和 102 95.3% 
 

表 4-2-9 閱讀相關專業成長程或研習實施對象統計表(複選)(N=106)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排序 

教師 71 98.6% 1 

家長 31 43.1% 2 

其他 4 5.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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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讀推廣資源 

（一）成員組織 

學校內的推廣組織首要為學校圖書館，故事志工組織次之，而教師閱讀工作

坊佔第三。顯見學校圖書館為校園內推廣的中心組織外，故事志工，而教師閱讀

工作坊除肩負推廣工作外，亦扮演教師增能的角色。（見表 4-2-10） 

表 4-2-10 校內閱讀推廣組織分析(複選) (N=233)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排序 

學校圖書館 101 96.2% 1 

故事志工 70 66.7% 2 

教師閱讀工作坊 39 37.1% 3 

親子閱讀工作坊 14 13.3% 4 

其他(行政人員、教師、班

級讀書會、劇團演出) 

9 3.9% 

 

（二）志工閱讀專業相關成長研習或課程 

如何利用推廣資源也是一種能力，而根據表 4-2-11 統計結果，多數學校尚未

規劃以志工為主要對象的閱讀相關專業成長課程。 

表 4-2-11 志工閱讀專業相關成長研習或課程實施統計表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排序 

是 47 43.9% 2 

否 55 51.4% 1 

總和 102 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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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貴校圖書館購置館藏的經費來源 

館藏是學校圖書館的靈魂，而購置館藏的經費依據表 4-2-12 顯示，學校圖書

館購置館藏經費來源以政府撥付的經費居多，民間企業團體（校友）贊助居次，

而學校家長會佔第三位，其他還有議員補助款、學校教職員捐款或利用學校舉辦

大型活動如：校慶、運動會時向外界募款等方式。 

表 4-2-12 館藏經費來源分析      (N=197)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排序 

政府 73 70.2% 1 

民間企業團體（校友） 48 46.2% 2 

家長會 34 32.7% 3 

社區民眾 17 16.3% 4 

其他 25 24.0%  

（四）學校館藏種類 

依據表 4-2-13 統計結果顯示，學校圖書館館藏種類以圖書居多，期刊居次，

報紙佔第三位。教學媒體及電子資源較少。 

表 4-2-13 圖書館館藏種類統計表(複選)  (N=426)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排序 

圖書 105 99.1% 1 

期刊 97 91.5% 2 

報紙 75 70.8% 3 

視聽資料 67 63.2% 4 

教學媒體 47 44.3% 5 

電子資源 34 32.1% 6 

其他（共讀巡迴書箱） 1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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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校圖書館（室）的座數 

依據表 4-2-14 統計結果顯示，多數學校圖書館僅有一座。 

表 4-2-14 圖書館（室）的座數統計表 

項目 個數 百分比 排序 

一座 90 84.1% 1 

二座以上 16 15.0% 2 

總和 106 99.1%  

（六）圖書館與校外資源合作情形 

本研究依據填答結果統計發現，整體上不論學校背景性質尋求與學術界和網

路電子資源合作的情形普遍稀少。而分析三者校外資源合作情形可以發現城市區

域小學其地理位置及成員社經背景相較其他兩者優勢，與在地社區團體合作依存

高;平地鄉鎮小學與偏遠地區小學雖有市立圖書館資源的支持，但平地鄉鎮小學在

社區團體的合作與民間企業的奧援卻較偏遠地區小學相對弱勢，顯示新北市閱讀

資源分配 M型化的樣貌。（見表 4-2-15） 

表 4-2-15 不同背景性質國民小學校外資源合作對象統計表 

合作對象 
城市區域小學 平地鄉鎮小學 偏遠地區小學 

個數 排序 個數 排序 個數 排序 

市立圖書館 13 2 11 1 18 1 

民間企業 7 3 7 2 13 2 

社區團體 16 1 6 3 11 3 

網路及電子資源 3 4 0 5 3 4 

大學相關科系 2 5 2 4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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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北市國民小學閱讀推廣面臨的困境與需求 

本節依據問卷調查第四部分開放性問答為主軸，依填答結果分閱讀推廣困境

與閱讀推廣迫切的需求兩方面加以說明。 

一、閱讀推廣困境 

在閱讀推廣困境方面，依填答結果先說明不同學校背景性質在資源面、人力

面及執行面上的困境，再整體檢視不同學校背景性質的推廣困境，最後比較資源

面、人力面及執行面在不同學校背景性質的困境差異。 

（一）城市區域小學閱讀推廣各面向困境 

依據表 4-3-1 結果顯示，城市區域小學在閱讀推廣困境各分項中，資源面以

經費最為缺乏，人力上以教師人力最為不足，執行面則是推廣時間不足。 

表 4-3-1 城市區域小學閱讀推廣各面向困境分析 

面向 項目 次數 面向排序 

資源面 經費 10 1 

 館藏空間 6 2 

 館藏 3 3 

 圖書館位置 3 4 

人力面 教師人力 11 1 

 志工人力 8 2 

 專業人員 4 3 

執行面 推廣時間 13 1 

 教師共識 11 2 

 學生動機 3 3 

 親子共讀 3 3 

 行政態度 2 5 

 課程結合度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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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區域小學閱讀推廣總體困境分析 

就城市區域小學在閱讀推廣總體困境來看，資源面在前段排序比例低，顯示

城市區域小學在資源面較不缺乏，但是推廣的時間不足以及城市區域小學教師人

力的投入與教師對閱讀缺乏共識儼然造成閱讀推廣的挑戰（見表 4-3-2）。 

表 4-3-2 城市區域小學閱讀推廣困境整體統計表 

面向 項目 次數 排序 

執行面 推廣時間 13 1 

人力面 教師人力 11 2 

執行面 教師共識 11 2 

資源面 經費 10 4 

人力面 志工人力 8 5 

資源面 館藏空間 6 6 

人力面 專業人員 4 7 

資源面 圖書館位置 3 8 

資源面 館藏 3 8 

執行面 學生動機 3 8 

執行面 親子共讀 3 8 

執行面 行政態度 2 12 

執行面 課程結合度 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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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地鄉鎮小學閱讀推廣各面向困境 

依據表 4-3-3 統計結果顯示平地鄉鎮小學在閱讀推廣困境各分項中，資源面

以館藏最為缺乏，人力面以教師人力最為不足，執行面則是教師共識不足。 

表 4-3-3 平地鄉鎮小學閱讀推廣各面向困境分析 

面向 項目 次數 面向排序 

資源面 館藏 5 1 

經費 4 2 

館藏空間 3 3 

圖書館位置 1 4 

人力面 教師人力 5 1 

 

 

志工人力 2 2 

專業人員 1 3 

執行面 教師共識 4 1 

 推廣時間 3 2 

學生動機 3 2 

親子共讀 1 4 

課程結合度 0 5 

行政態度 0 5 

（四）平地鄉鎮小學閱讀推廣總體困境分析 

就平地鄉鎮小學在閱讀推廣總體困境來看，資源面在前段排序佔有高比例，

凸顯出平地鄉鎮在閱讀推廣資源上館藏、經費及館藏空間亟待重視。而吃緊的教

師人力、薄弱的閱讀推動共識、有限的閱讀推廣運用時間，對於平地鄉鎮小學閱

讀推廣處境而言是困難重重。（見表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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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平地鄉鎮小學閱讀推廣總體困境統計表 

面向 項目 次數 排序 

資源面 館藏 5 1 

人力面 教師人力 5 1 

資源面 經費 4 3 

執行面 教師共識 4 3 

資源面 館藏空間 3 5 

執行面 學生動機 3 5 

執行面 推廣時間 3 5 

人力面 志工人力 2 8 

資源面 圖書館位置 1 9 

人力面 專業人員 1 9 

執行面 親子共讀 1 9 

（五）偏遠地區小學閱讀推廣各面向困境分析 

依據表 4-3-5 結果顯示，偏遠地區小學在閱讀推廣困境各分項中，經費與館

藏資源依舊缺乏，而偏遠地區小學教職員人數少，推廣人力最為不足，加以區域

社經背景條件不利，除了志工招募形成劣勢，推廣上學生閱讀動機與親子共讀亦

形成推廣阻礙。 

表 4-3-5 偏遠地區小學閱讀推廣各面向困境分析 

面向 項目 次數 排序 

資源面 經費 6 1 

館藏空間 5 2 

館藏 1 3 

人力面 教師人力 8 1 

志工人力 5 2 

專業人員 1 3 

執行面 學生動機 9 1 

親子共讀 6 2 

推廣時間 5 3 

教師共識 4 4 

行政態度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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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偏遠地區小學閱讀推廣總體困境統計 

就偏遠地區小學在閱讀推廣總體困境觀之，執行面的困境在前段排序佔有高

比例，但並不乏閱讀推廣館藏資源。顯見偏遠地區小學於閱讀環境營造上有需要

努力之處，特別是引起學生動機與推動親子共讀。而偏遠地區小學教師的工作量

與區域社經背景不利下的志工招募與推廣人力，對於偏遠地區小學閱讀推廣而言

亦有需要突破之處。（見表 4-3-6） 

表 4-3-6 偏遠地區小學閱讀推廣整體困境統計表 

面向 項目 次數 排序 

執行面 學生動機 9 1 

人力面 教師人力 8 2 

資源面 經費 6 3 

執行面 親子共讀 6 3 

資源面 館藏空間 5 5 

人力面 志工人力 5 5 

執行面 推廣時間 5 5 

執行面 教師共識 4 8 

資源面 館藏 1 9 

人力面 專業人員 1 9 

執行面 行政態度 1 9 

 

（七）不同學校背景閱讀推廣於資源面困境分析比較 

依據表 4-3-7 統計結果顯示，城市區域小學及偏遠地區小學在資源面上的困

境皆為經費不足為主要困境，但兩者館藏皆不虞匱乏。然而平地鄉鎮區域小學卻

以館藏不足為主要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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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 不同學校背景閱讀資源困境比較 

區域 項目 次數 排序 

城市 經費 10 1 

館藏空間 6 2 

圖書館位置 3 3 

館藏 3 3 

平地鄉鎮 館藏 5 1 

經費 4 2 

館藏空間 3 3 

圖書館位置 1 4 

偏遠 經費 6 1 

館藏空間 5 2 

館藏 1 3 

 

（八）不同學校背景閱讀推廣於人力面困境分析比較 

不論城市區域小學、平地鄉鎮區域小學或偏遠地區小學在人力面上的困境皆

以為教師人力不足為主要困境，然而城市區域小學編制人力數量比其他兩者龐大，

卻與其他兩者有相同的困境，足見城市區域小學的閱讀推廣中教職員的參與度有

待努力。（見表 4-3-8） 

表 4-3-8 不同學校背景閱讀推廣人力困境比較 

區域  項目 次數 排序 

城市 教師人力 11 1 

志工人力 8 2 

專業人員 4 3 

平地鄉鎮 教師人力 5 1 

志工人力 2 2 

專業人員 1 3 

偏遠 教師人力 8 1 

志工人力 5 2 

專業人員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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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不同學校背景閱讀推廣於執行面困境分析比較 

依據表 4-3-9 統計結果顯示，城市區域小學在閱讀推廣執行上的困境為推廣

時間不足，次要為教師推廣共識。偏遠地區小學則以學生閱讀動機不佳、親子共

讀的推動上產生困境。而值得注意的是平地鄉鎮區域小學在推廣時間、教師共識

不足與學生動機為主要困境，幾乎囊括城市與偏鄉小學的困境。 

表 4-3-9 不同學校背景閱讀推廣執行困境比較 

區域 項目 次數 排序 

城市 推廣時間 13 1 

教師共識 11 2 

學生動機 3 3 

親子共讀 3 3 

行政態度 2 5 

課程結合度 1 6 

平地鄉鎮 教師共識 4 1 

學生動機 3 2 

推廣時間 3 2 

親子共讀 1 4 

偏遠 學生動機 9 1 

親子共讀 6 2 

推廣時間 5 3 

教師共識 4 4 

行政態度 1 5 

 

二、閱讀推廣迫切的需求 

在閱讀推廣需求方面，依填答結果先說明不同學校背景性質在資源面、人力

面及執行面上的需求，再檢視不同學校背景性質整體上的需求，最後比較資源面、

人力面及執行面在不同學校背景性質上的需求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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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區域小學閱讀推廣各面向需求分析 

依據表 4-3-10 結果顯示，城市區域小學在閱讀推廣困境各分項中，資源面以

經費需求最迫切，人力則需求專業人員推廣閱讀，執行面上以增加教師專業能力

最為迫切。我們可以發現城市區域小學閱讀推廣在館藏相對充足的狀態下，對人

力及執行需求在專職與專業成長上的渴望。 

表 4-3-10 城市區域小學閱讀推廣各面向需求分析 

面向 項目 次數 面向排序 

資源面 經費 12 1 

館藏空間 9 2 

館藏 4 3 

人力面 專業人員 11 1 

教師人力 5 2 

志工人力 3 3 

執行面 教師專業能力 9 1 

教師共識 4 2 

親子共讀 4 2 

行政態度 1 4 

課程結合度 1 4 

學生動機 1 4 

（二）城市區域小學閱讀推廣總體需求統計 

依據表 4-3-11 結果顯示，可以發現城市區域小學在閱讀推廣整體需求中，除

了經費資源外，迫切需要專業人員的協助，且在教師的「質」與「量」上是亟待

解決提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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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1 城市區域小學閱讀推廣整體需求統計 

面向 項目 次數 排序 

資源面 經費 12 1 

人力面 專業人員 11 2 

資源面 館藏空間 9 3 

執行面 教師專業能力 9 3 

人力面 教師人力 5 5 

資源面 館藏 4 6 

執行面 教師共識 4 6 

執行面 親子共讀 4 6 

人力面 志工人力 3 9 

執行面 行政態度 1 10 

執行面 學生動機 1 10 

執行面 課程結合度 1 10 

 

（三）平地鄉鎮小學閱讀推廣各面向需求分析 

依據統計結果顯示，平地鄉鎮小學小學在閱讀推廣困境各分項中，資源面除

了經費需求，閱讀推廣館藏需求最為迫切，人力層面上對專業人員推廣閱讀的需

求強度高，執行面上以增進教師專業能力最為迫切。（見表 4-3-12） 

表 4-3-12 平地鄉鎮小學閱讀推廣各面向需求分析 

面向 項目 次數 排序 

資源面 經費 5 1 

館藏 5 2 

館藏空間 2 3 

人力面 專業人員 5 1 

志工人力 1 2 

教師人力 1 3 

執行面 教師專業能力 5 1 

教師共識 2 2 

行政態度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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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地鄉鎮小學閱讀推廣整體需求統計 

統計結果發現平地鄉鎮小學在閱讀推廣需求中以資源面最為匱乏，館藏、經

費、與館藏空間等閱讀推廣的基礎環境有待改善，人力上則以專業人員協助及增

進教師專業能力最為迫切。（見表 4-3-13） 

表 4-3-13 平地鄉鎮小學閱讀推廣整體需求統計 

面向 項目 次數 排序 

資源面 館藏 5 1 

資源面 經費 5 1 

人力面 專業人員 5 1 

執行面 教師專業能力 5 1 

資源面 館藏空間 2 5 

執行面 行政態度 2 5 

執行面 教師共識 2 5 

人力面 教師人力 1 8 

人力面 志工人力 1 8 

（五）偏遠地區小學閱讀推廣各面向需求分析 

依據表 4-3-14 結果顯示，偏遠地區小學小學在閱讀推廣困境各分項中，資源

面以館藏空間與館藏需求最迫切，人力則需求專業人員推廣閱讀，執行面上以增

加教師專業能力為主要需求，但親子共讀與學生閱讀動機提升背後因素仍是值得

關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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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4 偏遠地區閱讀推廣各面向需求分析 

面向 項目 次數 排序 

資源面 館藏空間 9 1 

館藏 7 2 

經費 1 3 

人力面 專業人員 6 1 

志工人力 3 2 

教師人力 2 3 

執行面 教師專業能力 5 1 

親子共讀 3 2 

學生動機 3 3 

推廣時間 2 4 

教師共識 0 5 

行政態度 0 5 

（六）偏遠地區小學閱讀推廣整體需求統計 

依據表 4-3-15 結果發現偏遠地區小學在閱讀推廣需求中，除屬資源面的館藏

空間與館藏外，執行面中的各項需求較多，亦即偏遠地區小學在閱讀推廣上親、

師、生的素質、能力與動機都是需要關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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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5 偏遠地區小學閱讀推廣整體需求統計 

面向 項目 次數 排序 

資源面 館藏空間 9 1 

資源面 館藏 7 2 

人力面 專業人員 6 3 

執行面 教師專業能力 5 4 

人力面 志工人力 3 5 

執行面 學生動機 3 5 

執行面 親子共讀 3 5 

人力面 教師人力 2 8 

執行面 推廣時間 2 8 

資源面 經費 1 10 

 

（七）不同學校背景閱讀推廣於資源面需求比較 

根據統計結果顯示，城市區域小學閱讀推廣資源以經費需求為重，平地鄉鎮

小學以館藏需求為主，偏遠地區小學以館藏空間需求最為迫切。(見表 4-3-16) 

表 4-3-16 不同學校背景的閱讀推廣資源需求比較 

區域 項目 次數 排序 

城市 經費 12 1 

館藏空間 9 2 

館藏 4 3 

平地鄉鎮 館藏 5 1 

經費 5 1 

館藏空間 2 3 

偏遠 館藏空間 9 1 

館藏 7 2 

經費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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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不同學校背景閱讀推廣於人力面需求比較 

根據表 4-3-17 統計結果顯示，不論是城市區域小學、平地鄉鎮小學還是偏遠

地區小學閱讀推廣在人力需求皆以專業人員協助最為迫切。 

表 4-3-17 不同學校背景的閱讀推廣人力需求比較 

區域  項目 次數 排序 

城市 專業人員 11 1 

教師人力 5 2 

志工人力 3 3 

平地鄉鎮 專業人員 5 1 

教師人力 1 2 

志工人力 1 2 

偏遠 專業人員 6 1 

志工人力 3 2 

教師人力 2 3 

（九）不同學校背景閱讀推廣於執行面需求比較 

根據統計結果顯示，不論是城市區域小學、平地鄉鎮小學還是偏遠地區小學

在閱讀推廣執行需求皆以教師專業能力最為迫切。(見表 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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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8 不同學校背景閱讀推廣資源執行需求比較 

區域 項目 次數 排序 

城市 教師專業能力 9 1 

教師共識 4 2 

親子共讀 4 2 

行政態度 1 4 

學生動機 1 4 

課程結合度 1 4 

平地鄉鎮 教師專業能力 5 1 

行政態度 2 2 

教師共識 2 2 

偏遠 教師專業能力 5 1 

親子共讀 3 2 

學生動機 3 3 

推廣時間 2 4 

三、小結 

歸納以上統計結果發現，學校閱讀推廣資源共同的困境在於推廣經費的困窘，

此外不在山邊也不在市區的平地鄉鎮小學更缺乏館藏、專業人員協助及教師專業

能力培養；在人力面上推廣教師人力的不足是學校普遍共有的困境；而在推廣執

行上城市區域小學深感推廣時間不足，而凝聚教師共識是平地鄉鎮小學有待努力

的一環，在偏遠地區學校執行上最大困境是學生的閱讀動機（見表 4-3-19）。而再

深入比較不同學校背景的整體困境更可以發現城市區域小學有待凝聚教師共識與

更多人力投入、更要尋求共同時間避免衝突，而平地鄉鎮小學在閱讀推廣的基礎

環境上如經費與館藏形成推廣困境、有限的教師人力運用也是推廣難題之一，至

於偏遠地區小學則在學生閱讀動機養成、教師人力不足與經費上形成阻礙。（見表

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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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9 不同學校背景閱讀推廣於各面向困境比較 

 資源面 人力面 執行面 

城市區域 經費 教師人力 推廣時間 

平地鄉鎮 館藏 教師人力 教師共識 

偏遠地區 經費 教師人力 學生動機 

表 4-3-20 不同學校背景閱讀推廣總體困境比較 

區域 城市區域 平地鄉鎮 偏遠地區 

需求項目 

推廣時間 

教師人力 

教師共識 

館藏 

教師人力 

經費 

教師共識 

學生動機 

教師人力 

經費 

親子共讀 

在閱讀推廣需求上，經費支援是城市區域學校閱讀推廣資源需求、平地鄉鎮

小學更需要的是館藏量成長更新、偏遠地區小學則需要館藏空間;而在推廣人力及

執行上，專業人員協助及教師增能則是學校閱讀推廣所共同期望的需求（見表

4-3-21）。而比較不同學校背景的總體需求可以發現平地鄉鎮國民小學幾近涵蓋城

市與偏遠地區國民小學的閱讀推廣需求。（見表 4-3-22） 

表 4-3-21 不同學校背景閱讀推廣於各面向需求比較 

 資源面 人力面 執行面 

城市區域 經費 專業人員 教師專業能力 

平地鄉鎮 館藏 專業人員 教師專業能力 

偏遠地區 館藏空間 專業人員 教師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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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2 同學校背景閱讀推廣總體需求比較 

區域 城市區域 平地鄉鎮 偏遠地區 

需求項目 

經費 

專業人員 

館藏空間 

教師專業能力 

館藏 

經費 

專業人員 

教師專業能力 

館藏空間 

館藏 

專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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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新北市閱讀績優學校閱讀推廣關鍵因素探討 

本節以訪談問題大綱為主軸分析訪談結果，就訪談結果分為學校閱讀推廣策

略規劃、學校閱讀推廣資源、閱讀推廣困境與展望等三部分來加以說明。 

一、學校閱讀推廣策略規劃 

在學校閱讀推廣策略規劃方面，分別對學校規劃閱讀推廣歷程、學校閱讀推

廣關鍵加以探討。 

（一）學校規劃閱讀推廣歷程 

1. 領導者對閱讀理念的關注，尋求閱讀帶來改變。 

學校閱讀推廣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學生，學校中的閱讀推動領導者本身的素養

與信念，相信閱讀能為孩子帶來質變，能培養孩子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甚至脫

離家庭社經背景、環境文化不利等限制。為學校閱讀推廣埋下種子。 

「我們社區裡面的居民大部分屬於比較基層的家長。所以他們剛開始對閱讀其

實也不太重視，那後來新校長來之後，她觀察我們學校一整年，包含社區，她才推

展整個閱讀的活動，想把孩子整個帶上來。」（P2：9-11） 

「我們前任校長之前是 O校長，那 O校長也是語言方面的專家，...其實也是等

於那時候才剛申請圖書教室，其實很多都是從無到有，他那段期間也是非常辛苦，

可是他非常支持...」（P1：4-6） 

「讀書是唯一改變交通經濟最快的方法，在我那個年代我是這樣認為，所以我

開始推動這樣子的閱讀的理念這樣子，我希望讓孩子能夠藉著閱讀能夠改變自己、

了解環境也認識世界。」（P3：4-5） 

「校長的理念就是認為說閱讀是孩子最基本的學習能力，讓我們知道說，不管

任何學科的學習，閱讀是最重要的。」（P5：10-11） 

「最重要的是，可以透過一些檢索跟推論的一些策略，就是一些關鍵的訊息在

哪邊，來協助他來比較也效率的學習，所以當初校長我們認為說閱讀是任何學科最

基礎的學習能力。」（P5-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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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讓我堅定不移的是說，真的只有推閱讀，那孩子能具備多項的才能出去，

才能改變他們貧窮的環境。」（P3：8-9） 

2. 組織閱讀推廣核心團隊，凝聚成員共識。 

學校閱讀推廣核心團隊，包含校長、行政處室的主任與有意願的教師，除了

水平連結各處室閱讀推廣的規劃，也垂直整合教學與行政間的反應意見，凝聚學

校成員對閱讀共識，確認學校閱讀推廣的方向。 

「從校長一個人開始，先帶行政、先帶教師，等於他在撒一個種子，一直擴展

出去，那到學生，學生在到家長，這是一個很綿密的計畫覺得他真的很聰明，到後

端拓寬的速度是非常加倍的，又學生去影響家長，那影響力真的好大」（P2：13-15） 

「一開始有所謂的閱讀推廣小組、校長當然是召集人、行政代表一週要各一個

老師當作代表」（P4：7-8） 

「然後我們再來推廣，那熟悉學校的這些老師也都願意為愛推閱讀，所以就形

成一個夥伴群，大家一起來」（P3：20-21） 

「課發會是課程與教學層級最高的一個單位，那其實也沒有甚麼閱讀教育推動

小組，其實就我們閱讀是把它定位為說他是一個課程。課發會基本上就是校長嘛!

校長當然是召集人，然後室處主任這個包含行政支援的部分，然後家長會，家長會

的一些想法意見，跟一些資源，接下來就是學年老師的代表還有我們特教老師的代

表。」（P5：20-24） 

3. 閱讀融入校本課程，成效事半功倍。 

閱讀是一大工程，需要長期耕耘方能顯現效果。閱讀推廣難免遇上來自不同

層面的阻力，但若將閱讀提升教學層級，系統性的融入課程，不但能減少授課時

間與授課進度對教師產生的壓力，更能使教師專業的能量獲得展現，呈現出學校

校本課程與教學的成效與特色。 

「我們學校不是只有一個處室在動，所有處室都已經融入閱讀裡面了，包含我

們作的教學計畫，閱讀都已經包含在裡面了。」（P2：22-23） 

「全校性活動推完了，那我想要怎麼樣才能落實在班級活動？能達到的是全校

性活動。那班級怎麼樣才能做精緻一點？後來與一個市立大學的簡教授及家長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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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應該怎麼樣子做...要轉型了。能夠讓學生實質受惠，而不是光行政辦活動。

那我們就採教師互相觀課的方式，在校本課程實施。」（P3：33-36） 

「我們閱讀活動都有了，但是在閱讀課程與教學這一塊，我們必須把它強化，

必須把它提列為重點，所以我們就透過課發會，然後去發展學校本位的閱讀課程，

然後經過一年的修正那現在到目前為止都還是在實施，這樣子實施以來我們的學校

閱讀教育比較系統化…。」（P5：29-32） 

「其實在學校運作基本上都是要有一個比較大方向引導，讓大家可以很清楚的

知道我們要朝哪個方向去做。」（P5：49-50） 

4. 評估推廣現況，適時修正推廣策略。 

學校環境的變化因每學年家長、學生甚至教師的組成份子不同，學校在推廣

上的困難如能團隊間互相協調支援，適時微調修正閱讀推廣策略，將有助於學校

閱讀推廣的成效。 

「時空背景的轉換，我們就必須要做一個微調，活動不能一直這樣子一成不變…

一方面可以維持他的新鮮感，老師會疲乏，學生也會疲乏。就像百貨公司一樣，是

不是要不斷變化出創意，吸引不同客戶，如果我們要讓學生不斷的學習，是不是要

有不同的策略在裡面，才能夠維持學習效果。那當老師本來就是有很多的教學策略，

不能說只用單一個教到退休吧。」（P3：54-57） 

「課程架構提出來之後老師就會帶回去做討論，那評估可不可行啊!好不好操作

啊!或是還有甚麼可補充的，幾次之後就會定案，定案之後一年施作之後再回來修正

回饋」（P5：65-66） 

「當然就會做一些修正….學校履行性的問題，那沒錢…活動就會刪除」（P4：

13） 

（二）學校閱讀推廣關鍵 

1. 學校領導者為核心關鍵人物 

學校閱讀推廣牽動著校園內教師、家長與學生的學習行為與活動，身為一校

的領導者-校長，所肩負的責任與角色便格外重要。校長對閱讀推廣的認同與作為

便是引領一校閱讀推廣策略走向及各種閱讀資源引進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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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非常重視，像每一次時間一到他就會當跟班去看閱讀的一個狀況…如果

老師沒有做的那麼到位的話，他也會都會提醒，然後再去跟老師溝通這樣子。（P1：

16-17） 

「因為教育局也正在推展，所以我們學校就全面性的實施。 剛開始在實施的時

候，小孩子、老師其實都感到很痛苦！因為我們不懂閱讀。可是後來因為校長她把

很多資源都帶進來，她讓我們參加了很多研習」（P6：29-31） 

「這一定要校長支持，否則底下的人一定會沒有動力，因為多了很多工作」 （P3：

64） 

「課程是很扎實的連我們校長都執行下去、主任都下去，這是一個就像是帶班

級，一個身教的一個狀態。上完課回來我都會分享，分享給老師，」（P3：66-68） 

「第一個就是我們校長對閱讀的理念要很清楚，我們今天閱讀教育的部分，是

要培養孩子最基礎而且最關鍵的學習能力」（P5：69-70） 

「最後就是一個成功的一個最關鍵的因素大概認為這個部分就主政的校長校長

想推動，然後老師肯配合,那孩子就會有福了」（P4：19-20） 

2. 教師與家長的角色多元，推廣閱讀首重認同與增能 

教師在學校閱讀推廣中不僅扮演指導者的角色，更兼具學習者的角色;家長的

角色更加豐富，除了是家庭中的教師外，更是學校閱讀推廣的輔助者。然而不管

何種身份，對於學校閱讀的認同將使閱讀推廣更加順利、增強閱讀教學等能力將

使學生的閱讀能力更精進。 

「我們的學校，應該說很值得驕傲的是我們的志工團隊非常的強。像志工主要

的幾個，主導領導人，他們真的可以 24小時以學校為家都沒問題。」（P1：24-25） 

「我們老師都很為孩子著想，只要對孩子好的我們都很願意去做…且我們學校

現在有申請學習共同體，大家都會一起備課、觀課的部分，大家就比較願意一起討

論、分享、交流…學習共同體幾乎在閱讀上是滿好運用的、語文領域的教學」（P1：

28-33） 

「先用教養這方面讓家長來參與，之後才開始推展。你要家長，你要教養可以

不需要外求於別人，所以就慢慢引進有一些想要教養孩子，可是又沒有方法的，是

有心的家長，然後就會慢慢進來。」（P2：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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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自己一定要投入，行政規畫再多都沒有用，再來一定學生要有興趣，家

長社區一定要進來，當然孩子的主要關鍵在老師、家長身上」（P3：86-88） 

「對閱讀動機的部分，就是強化孩子喜歡去看書，但是在閱讀教學這一塊我們

比較沒有去著墨，等於說每一個班級主要是看老師怎麼去帶，所以那時候發現到差

異很大」（P5：90-91） 

「老師的專業把它提升，理念出來之後，如果老師教學的部分沒提升的話其實

永遠都是空的，那我們就是透過一些外面的資源引進來，然後我們透過老師的一個

專業互相發表，然後把它能力做提升，那我們老師的水準都大致提升之後搭配閱讀

校本課程，其實我們就可以很順利地去做」（P5：72-75） 

3. 閱讀資源管道多方引進 

閱讀資源中最缺乏的經費與人力問題，在校內可招募熱心的志工家長協助，

在校外則可藉由產官學界的力量或承辦教育單位計畫獲得補助，成為學校閱讀推

廣的後盾。 

「那時候的經費，其實我們的經費都是我們寫計畫去自己爭取的。」（P1：46） 

「這個錢學校就會幫我們考量跟補吧!它可能整合我們要的東西之後才做一個

處理，然後就是分好之後才叫我們做什麼做什麼。那我們課程計畫就會告訴他，基

本上我課程操作上需要什麼就申請。」（P2：43-45） 

「只要是有經費的，可以讓老師買書的計畫，我通通都寫。」（P3：93） 

「著教育部的腳步，他有什麼樣的經費，我們就申請什麼樣的經費，就是讓班

級的書籍也很豐富然後圖書館的東西也可以很豐富，就是一點一點進步，把它給累

積起來。對。」（P3：99-100） 

「學校資源整個蠻豐富，算足以供給他們的學生這樣子利用，那其他像現在還

有在做故事媽媽跟這些志工媽媽持續運作中。」（P4：26-27） 

（三）小結 

歸納閱讀磐石學校閱讀推廣歷程，關鍵繫於學校領導者-校長身上，校長除了

能主導規劃學校閱讀推廣走向外，更是閱讀推廣內外部資源的引進者和統合者。

而在學校閱讀推廣之初，除了良好的計畫訂定，更要能取得教師和家長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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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閱讀推廣執行者們共識，進而協助強化增能、妥適運用資源、協助學生閱讀

力的成長，並適時接納反饋，修正學校閱讀計畫的走向。 

二、學校閱讀推廣資源 

在學校閱讀推廣資源方面，分校內資源運用情形與校外資源爭取狀況兩部分

進行探討。 

（一）校內資源運用情形 

1. 硬體空間改造與圖書館館藏增加成為推廣後盾 

圖書館為學校閱讀推廣的資源中心，也是校園內的知識寶庫。然而多數校園

圖書館的空間與設備仍嫌不足與老舊，但在校方利用經費改造新穎的兒童圖書館

後，多能激起學生的好奇心，增加進出圖書館的人次。 

「其實你會發現其實孩子喜歡的是書，他喜歡在圖書館的空間….他們都很喜歡

那種比較隱密的空間，要不然就是比較特殊的，像那個圈圈那裏，然後他們就是….

自我的空間」（P1：50-52） 

「像我們在搬圖書館的時候，讓小朋友傳書。用傳的方式就省掉搬運費，讓孩

子去參與他搬的那個動作，所以後來小朋友就對圖書館很有感覺，而且圖書館又重

新去裝潢，所以它硬體上面也重新裝潢」（P2：49-51） 

「學校現在也可能想要做圖書館的空間改造…共讀區…也要做一個類似像廣場

或舞台式的…吸引學生進館」（P4：31-32） 

「兩座圖書館。所以孩子資源是很豐富啦，只可惜就是說，嗯，這邊不太教養，

在家庭教育方面協助我們是比較有限。」（P8：107-108） 

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僅有外表華麗的圖書館而無充實的館藏等於

一個人沒有靈魂，對於學校推廣閱讀的幫助更是有限。因此豐富的館藏是學校閱

讀推廣資源抑注的重點，更是堅強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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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一直充實圖書，也有一些閱讀集點的活動，鼓勵學生閱讀，那這些基

本上主要是針對閱讀動機的部分，就是強化孩子喜歡去看書」（P5：121-122） 

2. 推廣活動多樣化增加學生接觸書本機會 

豐富的推廣活動除了能夠形塑校園內熱絡參與閱讀的氣氛，也增加學生接觸

不同類型圖書的機會。此外更能透過活動的舉辦行銷閱讀推廣的理念至家庭甚至

社區中。 

「每個月我們都會換不同的圖書館主題，配合節日的...配合課程，有植物的主

題、做科普的閱讀.. 節慶、配合校園的議題…圖書館是一個很百搭的一個場所。」

（P9：57-59） 

「閱讀動機的萌芽期是在閱讀活動的部分…活動基本上都是針對孩子的閱讀動

機啦!慢慢接觸不同的素材，增加他閱讀視野，然後希望他有那個閱讀的廣度，深度

的部分就必須透過老師去做閱讀教學。」（P5：125-131） 

「 其實資源已經夠了，就是說我們現在的活動盡量精緻化，重質不重量，因為

我們的量太大而且要注重質，質量不均的話，其實你會犧牲掉某些關鍵，可能閱讀

這個部分會被犧牲掉，這是實話」（P4：34-36） 

3. 志工家長的輔助彌補閱讀推廣人力空缺。 

學校閱讀推廣需要大量的人力資源，在學校教職員人力有限的狀況下，志工

家長扮演彌補人力缺口、輔助閱讀推廣各項活動的重要角色。 

「他們也不單純就是故事志工就一定要做故事志工，他們也是都會互相支援。

對，像我們有時候圖書館要做活動、要布置什麼，他們也是都參與」（P1：62-63） 

「大家閱讀有興趣以後，就慢慢越來越參與，越多元的東西，這可以分家長、

學生跟老師的部分。」（P3：111-112） 

（二）校外資源爭取狀況 

1. 產官學界閱讀推動團體引入，閱讀推廣拓展至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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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訪談對象中，學校領導者多能於社會尋求支持的資源與力量，如向社

會企業中募取經費、承接政府計畫獲得資源挹注、尋求民間閱讀推動團體協助甚

至聘請專家學者到校指導教師或家長專業成長。 

「愛的書庫的部分是讓老師去參考他的學習單的部分，貓頭鷹親子教育協會的。

他們會入班，到高年級的班級去做那個少年小說的導讀」（P1：67-68） 

「請來帶我們研習的人，有退休校長、一個專門用看電影講電影來講課的、輔

導團的成員，都有進駐到我們學校來教我們，因為他幾乎跟輔導團是同個讀書會，

所以校長也很有名，就是通通把這些人帶進來」（P2：60-63） 

「一些社會企業他跟我們有接觸，知道我們學校在閱讀教學的部分很重視，也

很用心，所以他們就來學校看，基本上我們也是很驚訝說他為甚麼會選擇我們這種

學校，因為他們的黃金種子計畫基本上都會選擇一些偏遠地區」（P5：138-140） 

「除了 moxa跟希望閱讀、富邦文教基金會還有閱讀希望光芒計畫。」（P4：44） 

「有景文的技術學院的一個產學合作嘛，就是幫忙進行這個部分（雲端閱讀）」

（P4：47） 

「校長帶著我們，因為我自己跟種子老師我們都有參加小語會的，是小語會裡

面的成員這樣子，然後有這樣資金出來，他每一年會辦兩岸四地的觀課，」（P3：

124-125） 

在推廣資源豐盛的養分下，以學校為中心的閱讀推廣能量便能逐步拓展至校

園以外的區域，展現出豐厚的閱讀能量。 

2. 學校閱讀推廣與社區資源合作漸入佳境。 

在閱讀推廣的風潮以及新北市親子閱讀的政策下，透過家庭的力量，學校閱

讀推廣和社區的合作更加密切。 

「我覺得校長最厲害的是他去引導社區進來，他從社區以後又回到學校，所以

她整個循環是非常好的。」（P2：56-57） 

「踏查那這個正好是目前教學在推的東西，那我也樂見，那要叫老師融入到裡

面，比較有具體的是比較難一點，那正好他們都會」（P5：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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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歸納校內外閱讀推廣資源可以發現，校內圖書館硬體空間或設備更新可以在

初期吸引學生進館意願，而真正能培養學生閱讀實力則是猶如活水、源源不絕的

館藏更新進駐。而投入校內外人力資源志工、教師等等，舉辦各種閱讀推廣活動

更增加學生與書本頻繁接觸，誘發學生閱讀的內在動機。而這股閱讀力量將由學

校漸次傳遞至家庭至社區，形成更豐富的閱讀生活圈。 

三、閱讀推廣困境與展望 

 本研究依據訪談結果將閱讀困境依硬體設施人力資源兩部分進行討論，最末

整理訪談對象閱讀推廣的未來展望。 

（一）硬體設備 

1. 館藏資源豐富足以閱讀推廣之用  

「整個閱讀推廣資源其實本校的後援事實上就是一個比較不堪慮的部分。」（P5：

144） 

「其實現在書已經很多了，夠學生使用了」(P4:50) 

（二）人力資源 

1. 教師專業能力培訓與授課時數衝突 

「我們學校現在又發展其他有三項（特色），這個閱讀對我們來講就是，我們那

時稍微喘息的結果就有點停在那裡了，甚至慢慢有點下來」（P2：70-71） 

「偏遠地區的很多教授都不願意來，比如說國家教育研究院的教授，大老遠來

指導我們的時候說看在主任的不斷邀請下才來」（P3：133-134） 

「活動很多，有些需要立即性的，立即性要補助的，也有很多的事項有時候也

會有支應不暇的問題，因為現在少子化，學生人數少」（P4：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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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兼具的閱讀….如果老師能夠事先引導的話，學生的獲得可能會更多。」

（P4：57-59） 

2. 組織成員流動性高，推廣維持有難度 

「硬體不會換，硬體不會動，可是在人員的部分是最大的問題！而且我們常常

有轉出轉入的家長，那個都是很可怕的…所以，你紮的根，可能就這樣流失、流失、

一直在流失了！這是我看到我們學校目前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我們推展的力道就

沒有像以前那麼全面性。」（P2：75-80） 

「人員流動對我是最大的挑戰」（P3：146） 

「現在學校比較大的困境就是我們的行政團隊都是新的」（P4：55） 

「你要如何維持下來，重點是業務你要先熟悉，以前的人做的麼進行的，那這樣

到底清楚了沒有，其實不是每個細節都那麼清楚」（P4：64-65） 

「開創跑到巔峰，互相 PUSH上去，這個可能比較容易一點，可是你要維持，我

覺得維持真的有它的難度。」（P2：90-91） 

（三）未來展望 

1. 閱讀深化融入課程，能有系統性的依循。 

「是會比較想要就是在課程裡面比較緊密的結合。就去規劃，可能比較落實整

個學年都可以進行，都是整個學校的校本課程，對。」（P1：78-79） 

「主導者喔! 要怎麼樣一直把這個（閱讀課程架構）主軸給扣住，大家就是不

會因為人事的異動，來改變一些做法，現在比較擔心的會是這一塊。」（P5：169-170） 

2. 教師閱讀理解教學增能，提升學生閱讀能力。 

「我們這次的閱讀社群，目的在加強閱讀裡解，現在比較容易進行的是課文本

位的閱讀理解。」（P1：81-82） 

「規畫走向就是拓展他們的視野來才能夠形成獨立閱讀，所為獨立閱讀是她們

有辦法分析裡面的人、經過、原因、結果才會愛閱讀，最後的目的除了培養她喜歡

閱讀，我們還要培養他怎麼樣讀這一本書，提取他這一本書要的資訊，這個才是最

重要的。也可以自己閱讀提取她自己想要的東西，而不是說只是翻閱，這才是真正

閱讀最大的目的，他有辦法自己閱讀，讀到他要的資訊。」（P3：15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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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我們閱讀教學是我們的主軸嘛! 那我們後面又有一個閱讀教學專業發

表的一個機制…我們是讓老師一定要針對閱讀教學的這一個部分，一定要做一些交

流跟對話。」（P5：161-162） 

（四）小結 

訪談發現各校在硬體資源上不論空間或館藏皆不虞匱乏，真正的困境在於教

師如何培養自身專業能力，善用豐厚的閱讀資源，且在授課時數與閱讀推廣的時

間壓力中取得平衡。另一方面在學校組織成員流動也間接影響了學校閱讀推廣整

體的投入程度，使得校園閱讀推廣的延續性及質量出現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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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綜合討論 

本節就新北市國民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廣策略研究問卷發現與閱讀績優學校

訪談結果進行歸納整理，並與先前相關文獻研究結果進行討論。 

一、新北市國民小學閱讀推廣現況 

綜合調查與訪談結果可以發現，多數學校閱讀推廣負責人其年齡在 36 歲以上，

服務年資 11 年到 15 年居多，其教學資歷成熟而懷有閱讀推廣熱忱，然而在工作

職務上具有雙重職務身份者的比例高，顯示學校閱讀推廣負責人身兼數職的工作

負荷量及壓力大，值得政府關注。而學校閱讀推廣成乃是政策面的制訂、校長理

念和行政人員的規劃以及教師及家長認同共識的交互結果。本研究結果顯示大部

份學校都訂有閱讀推廣計畫，與張孟熙（2009）研究結果一致。在學校行政層面

上，調查結果顯示多數學校透過行政人員規劃、教師的執行參與進行學校閱讀推

廣活動，而學校行政人員的重視及有效規劃關乎閱讀推廣的成果。在閱讀推廣增

能途徑方面，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閱讀推廣負責人參與全誼圖書系統操作、教師

閱讀教學研習與閱讀推廣種子教師培訓的比例較高，但多數學校無法規劃以教師

或志工為對象的閱讀相關增能研習，形成學校閱讀推廣的困境之一。 

閱讀推廣的實施內容中，調查結果顯示晨光閱讀、閱讀課與閱讀心得寫作的

比例高，並普遍使用閱讀學習單檢視閱讀成效，而具有閱讀推動教師的學校其閱

讀推廣實施內容除了教育政策支持下的晨光閱讀與閱讀課外，以圖書館利用教育

比例較高，並以多元方式檢視成效與一般學校略有不同，而閱讀推廣與課程教學

領域結合的部分多數學校以語文領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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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北市閱讀推廣資源 

在閱讀推廣資源方面，館藏經費來源以政府居多，部分學校輔以民間企業團

體或家長會支援購置館藏;在閱讀推廣組織方面，學校圖書館為學校閱讀推廣首要

組織，故事志工組織為輔，而教師閱讀工作坊、親子閱讀工作坊的型式亦佔有相

當比例。館藏種類以圖書、期刊、報紙所佔比例居多。而與校外資源合作上，調

查發現城市區域小學因其地理位置關係與社區團體資源結合緊密度高，而平地鄉

鎮小學及偏遠地區則依賴新北市區圖書館或民間企業巡迴書車。但三者不同背景

學校與大學相關科系或線上電子資源合作的狀態都有待加強。 

三、新北市閱讀推廣困境 

學校閱讀推廣困境與需求上，調查結果顯示學校閱讀推廣的人力、經費與專

業素養不足，與呂瑞蓮、林紀慧（2005）、呂瑞蓮、周倩（2013）的調查結果近似。

且在經費上各校缺乏購置館藏的固定經費，亦缺乏專業人員管理，與劉安訓（2003）

研究結果一致。另本研究將不同學校背景與困境分析比較後發現，城市區域小學

在教職員編制上雖大，但推廣時間、教師人力與共識卻形成推廣困境，顯示城市

小學在閱讀推廣上應著重解決上述執行層面上的困難;而平地鄉鎮小學則在資源

面上相對其他兩者弱勢，館藏、教師人力、共識與經費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偏遠

地區小學則以學生動機、教師人力、經費、親子共讀為主要的推廣困境，可以想

見偏遠地區閱讀推廣的環境營造需逐步深入家庭，要言之從都市到平地鄉鎮到偏

鄉地區，閱讀資源曲線呈現 M 型化，此與遠見雜誌 2007 年閱讀大調查結果一致，

且不同背景學校有各有不同需要面對的難題。而在新北市政府及民間組織的長期

的資源協助下，可以發現現階段各校圖書館館藏逐步獲得改善。然而閱讀推廣並

非學校僅僅擁有豐富的館藏及經費，如果沒有人能夠引導學生閱讀、培養學生閱

讀習慣或指導閱讀技巧的人員或能力，豐富的圖書館藏也是虛設、熱鬧的閱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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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活動也是徒具一時的形式。本研究顯示教師閱讀指導研習與增能是目前普遍的

需求，想見在新北市課程政策與一連串的教育翻轉熱潮下，教師在推展閱讀時知

覺自身能力的不足而積極尋求自我能力提升的途徑。此與陳怡如（2009）和陳瀅

如（2012）的研究近似，認為教師的閱讀教學素養、教學策略和本身閱讀推廣的

意願是閱讀推廣的關鍵。 

四、新北市閱讀績優學校閱讀推廣關鍵因素 

依據訪談結果歸納閱讀績優學校推廣的歷程可以發現，在新北市教育局閱讀

推廣既定政策的執行下，要真正讓學生從閱讀中實質獲益的結果，學校的領導者

的理念與行動極為重要，由組織核心團隊開始、擬定閱讀推廣計畫引進整合各方

資源、到凝聚執行者-教師的共識及學生家長的支持，最後不斷改進閱讀推廣計

畫的設計，形成良好的成長循環，使得閱讀氛圍的拓展由個人到團體、由學校到

家庭再擴展至社區。綜上顯示學校領導者-校長的理念與作法更是學校閱讀推廣

關鍵的重中之重，與鄧麗娟（2011）研究認為校長的支持參與將使閱讀推廣更為

順利的結果一致。 

閱讀推廣資源方面，學校館藏空間及館藏在行政人員的奔走協助下已呈現不

虞匱乏的狀況，加上認同閱讀、目標一致的志工家長等人力協助，種種豐富的資

源條件下更讓校內舉辦的閱讀推廣活動更加順利，易於培養學生閱讀風氣最終與

社區形成緊密的結合。學校更主動引導產官學界資源進入校園，特別在專注於人

力素質的提升-教師與志工閱讀指導力的培養上，以引進學界學有專長的講師為

校內成員講習、或是共同分享指導經驗、赴外進行研習等作法，目的在於提升教

師閱讀指導能力。此與鄧麗娟（2011）研究發現閱讀績優學校透過邀請專家學者、

鼓勵校外研習、專業對談及讀書會的方式提升教師閱讀指導力的結果一致。 



 

84 

 

關於閱讀推廣困境，不少受訪者表示學校成員的流動對閱讀推廣的進行及維

持有相當程度的干擾。不論是學校閱讀推廣的熟悉度或是成員閱讀指導的能力，

皆是需重新學習的部分，更甚者出現學校領導者離開校園後產生人亡政息的現象

產生。為了維持學校閱讀能量，多數受訪者表示閱讀推廣必須納為校本課程之中，

對課程進行各領域水平連結，對教學進行各年段縱向安排，使得閱讀推廣能夠在

校本課程中系統化，成為教師教學的依循，而重要的是教師的閱讀理解教學能力，

需要更多的精進與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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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旨在瞭解新北市國民小學各校閱讀推廣現況，進一步探討新北市

閱讀績優學校閱讀推廣成功因素，本章依據研究結果歸納以下結論，並提出建議

及未來研究建議提供教育相關單位、閱讀推廣負責人或教師推廣閱讀時之意見參

考。 

 

第一節 結論 

一、新北市國民小學閱讀推廣現況 

（一）多數閱讀推廣負責人身兼數職，工作內容繁重。 

研究新北市國民小學閱讀推廣負責人背景發現多數新北市閱讀推廣負責人

年齡介於 11-15 年之間，具有 11 年以上的服務資歷，對於學校行政及課程教學

掌握度高，但多數閱讀推廣負責人具備雙重身份，意即閱讀推廣僅僅繁多工作內

容之一，其工作量及壓力不容小觑。但相對亦展現了多數新北市閱讀推廣負責人

的閱讀理念以及對閱讀推廣的熱忱。 

（二）多數學校具備閱讀推廣計畫，但修正回饋機制仍不足。 

調查發現，新北市國民小學學校閱讀推廣計畫的制訂多由校長或教務主任主

持、行政人員及教師共同討論制訂，多數學校雖具備閱讀推廣計畫但無修訂機制

或不修訂。教育潮流的轉變迅速，學校閱讀推廣計畫除了該長期審視、符合教育

潮流外，更應接納來自實行層面的回饋意見適時修正，才能讓推廣計畫內涵落實，

不流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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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閱讀推廣內容性質類似，依推廣人員或學校環境有所變化。 

各校閱讀推廣內容多屬於靜態活動，內容性質類似。而晨光閱讀、閱讀課、

一班一報為新北市課程教育政策之一，部分學校則與學生社團結合，採用動態演

出、廣播劇...等活動形式推廣閱讀；亦有學校融合教學領域、結合在地特色資源，

如社區踏查、產業尋訪，發展出該校獨有閱讀推廣特色。而各校檢視學生接受閱

讀推廣成效的方式仍多以書籍借閱量、學習單、心得寫作…等等量化方式檢視，

少部分學校以投稿或新北市定期語文能力檢測觀察學生閱讀質變。而具有閱讀推

動教師身份的學校，其閱讀推廣實施內容中圖書館利用教育比例升高、閱讀心得

寫作項目降低，檢視學生閱讀成效改以多元評量方式進行，以維持學生閱讀動機、

培養閱讀習慣、提升閱讀能力。 

二、新北市閱讀推廣相關資源 

（一）閱讀資源來源多樣，資源分配 M 型化集中城市與偏遠地區。 

校園閱讀資源影響閱讀推廣的實質運作，新北市行政區域廣大、學校眾多。

政府單位的官方資源有限，爭取外部資源或尋求合作對象是學校閱讀推廣必然的

作法，研究更發現部分學校爭取校外資源概括產、官、學界，藉以全面提升學校

閱讀推廣資源軟硬體質量。而閱讀的重要性在多年行銷宣導下，在城市區域學校

易與區域性民間團體、社區力量合作如：地方企業、宗教團體組織、各類型閱讀

推廣基金會等，雙方合作程度高。而在偏遠地區小學則易受到社會大眾、民間企

業的關注而抑注相關閱讀資源。但也因此造成平地鄉鎮小學在閱讀環境營造上的

困頓，使得資源呈現 M 型化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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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北市閱讀推廣困境 

（一）教師人力為共同困境，城市、平地鄉鎮、偏鄉各有挑戰。 

本研究經資源、人力、執行三面向分析不同背景學校困境，與整體統計排序

比較後發現，教師人力為學校閱讀推廣的困境。然而細究後可以發現城市區域小

學雖其優越背景因素在資源面上不虞匱乏，但在凝聚教師共識及推廣時間上產生

推廣困境，且教師編制大卻有教師人力不足的問題，顯見城市區域小學教師閱讀

推廣的參與度或設計有待強化。而平地鄉鎮小學的困境在於閱讀推廣的基礎環境、

館藏、經費都相對其他不同背景學校弱勢，加以平地鄉鎮小學教師人數編制因素，

閱讀推廣的人力捉襟見肘、推廣共識難以凝聚。在偏遠地區小學其困境在於營造

閱讀氣氛的環境，藉以引起學生閱讀動機，特別是家庭中的閱讀環境。且偏遠地

區小學因教職員編制量小，教職員幾乎身兼數職，在閱讀推廣中教師人力上又是

一大阻礙。 

（二）閱讀推廣人員增能與專業化為各校普遍需求。 

新北市政府在學校課程中規劃晨光閱讀時間、閱讀指導課程、讀報教育，又於

語文領域中推行課文本位閱讀理解教學等策略。在此政策推行之下班級教師多肩

負學生閱讀指導工作，並知覺其教學困境。因此推廣人員的增能及專業化成了各

校普遍的需求，且在學校人力有限的條件下，迫切需要專業人員專職規劃執行學

校閱讀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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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北市閱讀績優學校閱讀推廣關鍵因素 

（一）推展模式由上到下，校長是閱讀推廣的關鍵人物。 

訪談發現，多數學校閱讀推廣成功的關鍵人物在於校長，其閱讀理念、閱讀

素養、推廣的作法、資源的引進整合等皆影響一校閱讀推廣優劣。而推展歷程大

致由成立核心小組、凝聚親師共識到成員增能與執行呈現由上到下的模式推展。 

（二）館藏資源充足，校外資源合作涵蓋產官學界。 

 閱讀績優學校多長年經營閱讀領域下在館藏方面幾不虞匱乏，也為學校閱

讀推廣形成良好的後援。爭取校外資源合作中以承接執行閱讀相關活動來爭取官

方資源；也尋求民間企業如玉山銀行、賓士汽車、遠見天下、民間團體如 Moxa、

心源基金會等協助校園推廣閱讀；更積極邀請學術界講師協助提升教師整體素質。

在如此經營下閱讀績優學校的閱讀推廣可謂物力、人力兼備。 

（三）閱讀推廣融入校本課程，使閱讀得以系統化、連貫化。 

訪談時多數學校表示推行閱讀之初，閱讀推廣活動曾排擠教師教學，造成時

間壓力與教師教學的緊迫，無形中產生了抗拒。為此推廣小組將閱讀融入校本課

程，使得閱讀推廣成為教師各領域教學的一體，亦成為各校的學校特色。重要的

是使閱讀在學校得以系統化、連貫化，讓實行面更有具體方向，成為教師教學的

依循。 

（四）重視閱讀推廣人力的質量，適時調整閱讀推廣計畫。 

閱讀績優學校多重視閱讀推廣人力的素質。符合現今教育潮流與閱讀教學與

引導是人力發展重點。部分學校也擴大增能的對象至志工、家長，除了兼具學校

閱讀推廣與行銷，更成為日後推展親子閱讀濫觴。而多數閱讀績優學校的閱讀推

廣計畫更在以學年為單位進行調整修正，以符合多變的教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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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校閱讀能量的維持與組織成員流動形成推廣困境 

多數受訪者表示獲得獎項肯定後，維持學生閱讀能量的高峰是一大挑戰，而

如何保有學生對閱讀的新鮮感及閱讀習慣？閱讀推廣內容的創新與變化是閱讀

績優學校共同的目標。另一方面組織成員的流動影響閱讀推廣人力的質與量，形

成閱讀績優學校的推廣困境。 

 

第二節 建議 

本節依據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建議，供教育單位擬定閱讀推廣策略及國民小學

未來規劃閱讀推廣時參考。 

一、對教育相關單位的建議 

（一）提升校長閱讀素養、成為校園閱讀推手。 

研究顯示學校閱讀推廣關鍵人物均直指校長一職，校長自身的閱讀素養、對

閱讀的理念，都與校園閱讀推廣的成果息息相關。而校長以身作則帶領閱讀，引

領行政人員及教師閱讀風氣，更實質影響學生的閱讀行為，達到閱讀推廣培養學

生閱讀力、競爭力的目的。因此，教育單位在甄選儲訓校長時，可將閱讀融入相

關培訓課程，讓校長成為校園閱讀推廣的先鋒、成為校園閱讀推手。 

（二）提高國小圖書館組織層級編制，各校設置閱讀推動教師。 

國民小學圖書館在我國學校圖書館發展中長期位處弱勢，圖書館管理者（或

稱為圖書館館長）附屬於教務處或由設備組長兼任，在執行業務與學校閱讀推廣

上定位含糊。加以研究發現閱讀推廣的專業人力不足，故若提高學校圖書館組織

層級編制、設置圖書館主任、閱讀推動教師專職推動學校閱讀，除解決專業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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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的困境外，也能有效管理整合學校閱讀資源、提供親、師、生學習資源服務、

指導學生閱讀提升閱讀力。更對政府閱讀政策面的執行與落實上有更大的效益產

生。 

（三）廣辦閱讀增能研習活動並擴大參與對象範圍。 

教師的閱讀知能與素養是培養學生閱讀能力的關鍵。身為閱讀推廣第一線執

行者的閱讀專業知能更該與時俱進。若能透過舉辦研習、組成工作坊、校際閱讀

推廣經驗交流甚至是學者專家們的指導，定能提升閱讀推廣執行的成效。而閱讀

並非只在學校發生，父母就是孩子最好的導師，閱讀專業知能的研習對象若能再

擴大至志工與家長，勢必對閱讀環境的形塑、親子、師生閱讀素養的培育有大幅

度的助益。 

（四）建立區域聯盟機制，針對學校特性平衡閱讀資源差距。 

閱讀資源乃是閱讀推廣的基礎，除了政府單位提撥的經費與資源，不同環境

背景下的學校有各自的資源人力與執行困境，所幸民間企業團體、社區地方組織

能適時平衡閱讀資源分配的城鄉差距，然而在幾經重點式的資源補強下，卻產生

資源 M 型化的問題。若能依分區實施區域聯盟，建立資源共享平台與交流管道，

針對不同學校特性平衡閱讀資源差距，不但能共享閱讀資源、交流推廣實務經驗，

更能有效利用得來不易的的閱讀資源，達成閱讀的永續發展。 

二、對學校相關建議 

（一）審慎擬定閱讀推廣計畫，建立回饋修正機制。 

閱讀是是孩子終身受用的能力，更是國家未來的競爭力。因此在閱讀推廣計

畫的擬定上必須長期審慎、全面性的思量，閱讀推廣計畫不僅可以是教師教學目

標的依循，更可以是學生閱讀能力長期發展的重要指標。但正因教育環境開放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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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潮多變，計畫的目標可能與實際執行有所差距，故在計畫擬定後更需建立

友善暢通的回饋機制，微調修正計畫內容，使學校閱讀推廣計畫成為一永續發展

的有機體。 

（二）凝聚教師及家長閱讀推廣共識，提升整體閱讀環境。 

在閱讀的浪潮與強力宣導下，教師與家長幾能認同閱讀對孩子的好處，然而

在正式課程的學習與課外閱讀間的拉鋸，常成為教師與家長間閱讀推廣的隔閡與

門檻。若學校能利用新生入學或每學期親職日對家長廣為宣導，讓家長清楚學校

閱讀推廣的目的、明白學校的作法進而認同、參與而成為學校閱讀推廣的一環，

定能讓教師推廣閱讀與正式課程學習達成平衡、使學生處在處處是閱讀的優良環

境中，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 

（三）閱讀推廣融入校本課程，閱讀教學系統化。 

閱讀推廣的過程中常發現教師教學時間不足的現象產生，然而閱讀是能與多

方領域結合實施的，若能閱讀能融入學校本位特色、結合各項領域、發展相關課

程，不但能協助學生閱讀力培養與課程學習，對於教師教學時數的壓力更能減輕，

而閱讀推廣跟隨著校本課程發展，亦能使教師閱讀教學更具目的性且系統化，讓

學生隨著年段的增加達到各階段閱讀學習目標。 

（四）閱讀推廣內容精緻化，績效檢視多元化。 

閱讀推廣內容各校多數以靜態或競賽活動為主，性質上多數雷同，對於引起

學生閱讀動機亦有其必要性。而部分學校亦舉辦動態型閱讀推廣活動，力求閱讀

推廣內容的「新」與「變」，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舉辦類似閱讀推廣活動不但對教

師等執行人員的時間、人力產生負荷，更要關注閱讀推廣的目的是否在這一片活

動喧囂之後模糊了焦點。因此閱讀推廣活動的內容可以朝精緻化發展、平衡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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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態的活動內容、緊扣閱讀推廣目的。而閱讀績效的檢視更要多元化，量化與產

出雖極易觀察，但學生閱讀的質變仍不容忽視。 

（五）提升人力素質，協助教師及志工專業成長。 

學校的人力素質也往往影響閱讀推廣的成效，在相關資源有限的狀態下，學

校若能引進學界資源、規劃相關研習或是以工作坊、專業社群等等方式彼此提升

能力、交流經驗，協助教師與志工專業成長，必能凝聚學校閱讀推廣的能量、強

化閱讀教學的能力，使得學生在閱讀上獲得更強大的助力。 

 

第三節 未來研究建議 

一、選擇單一閱讀績優學校個案進行深入研究 

本研究之訪談對象為新北市閱讀磐石學校閱讀推廣負責人，研究以閱讀推廣

策略規劃、閱讀推廣資源學校、閱讀推廣困境為主。僅以閱讀推廣負責人之意見

看法，欲瞭解學校閱讀推廣之全貌、教師實際推廣閱讀的作為、學生參與閱讀推

廣實際感受有其困難度。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可選擇單一閱讀磐石學校進行個案

研究，以瞭解個案閱讀推廣歷程及各層面對象之看法意見。 

二、以長期追蹤研究方式，研究閱讀績優學校閱讀推廣成效 

閱讀推廣的成效需要持續的耕耘、時間的醞釀方能顯現閱讀能量。而閱讀相

關研究的產生，對於閱讀推廣的觀念及作法必然產生轉變，本研究亦發現人員流

動對學校閱讀推廣造成閱讀能量難以持續的困境。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以長期追

蹤方式瞭解閱讀績優學校歷年來在閱讀推廣策略上的調整以及閱讀能量的轉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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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討閱讀推廣融入校本課程及與各領域結合的實施情形 

本研究訪談發現閱讀推廣融入校本課程、結合其他領域進行推廣有助於教師

閱讀教學、減輕閱讀與授課間的時間壓力。而學校規劃融合的策略與考量及教師

真正實施的現況與模式為何？均值得深入探討以供教師實施閱讀推廣與教學時

增進自我專業能力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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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新北市國民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廣研究 

親愛的老師，您好！ 

本研究為新北市國民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廣研究，誠摯邀請您參與本研

究，本問卷主要邀請您分享學校閱讀推廣的意見，以做為學校推廣閱讀及閱

讀教育研究的參考。您的寶貴意見及回答內容僅作學術分析使用，請無須顧

慮。 

    誠心感謝您的協助與合作。                

敬祝  教安!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數位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楊美華 

                研究生陳俊維 敬上 

 中華民國 103年 9月 15日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一、 學校基本資料 

1. 九大分區： 

① □板橋區② □雙和區③ □三鶯區④ □七星區⑤ □三重區 

⑥ □瑞芳區⑦ □文山區⑧ □淡水區⑨ □新莊區 

2. 學校規模： 

① □12 班以下  ② □13-24 班 ③ □25-36 班 ④ □37-48 班 

⑤ □ 49-60 班  ⑥ □ 61-72 班 ⑦ □73 班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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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校性質： 

① □城市區域小學② □平地鄉鎮小學(不在市中心也不在偏遠地區) 

③ □經教育局提報為偏遠小學 

二、 學校閱讀推廣負責人基本資料 

1. 性別：① □男 ② □女 

2. 年齡： 

① □30 歲（含）以下② □31-35 歲③ □36-40 歲④ □41-45 歲 

⑤ □46-50 歲 ⑥ □51 歲（含）以上 

3. 服務年資： 

① □5 年以下② □6-10 年③ □11-15 年④ □16-20 年 

⑤ □21-25 年⑥ □26 年以上 

4. 負責閱讀推廣年資_______________年 

5. 學歷：  

① □ 高中職______________________科系 

② □ 專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學系  

③ □ 大學院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學系  

④ □ 教育學分班 

⑤ □ 研究所碩士班（含）以上___________________學系 

6. 擔任職務：(可複選) 

① □教務主任 ② □教導主任 ③ □設備組長 

④ □圖書館（室）負責人 ⑤ □閱讀推動教師 ⑥ □班級導師 

⑦ □科任教師 ⑧ □幹事 ⑨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7.閱讀推廣負責人具有哪些閱讀推廣相關知能（可複選）： 

① □全誼圖書系統操作研習 ② □圖書資訊管理學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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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教師閱讀教學研習  ④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研習 

⑤ □閱讀推廣種子教師培訓⑥ □大專院校舉辦之國小圖書館經營研習 

⑦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份】學校閱讀推廣現況 

一、 在閱讀推廣規劃方面 

1. 貴校是否已訂定全校性的閱讀推廣計畫。 

① □是 ② □否（請跳至 4.作答） 

2. 貴校的閱讀推廣計畫主要是由哪些成員共同討論訂定？（可複選） 

① □校長② □教務主任③ □ 教導主任④ □學務主任 

⑤ □輔導主任⑥ □總務主任⑦ □設備組長⑧ □資訊組長 

⑨ □事務組長⑩ □教學組長○11  □生教組長○12  □導師 

○13  □圖書館（室）負責人○14  □科任教師○15  □家長代表 

○16  □ 閱讀推動教師○17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    

3. 貴校閱讀推廣計畫是否定期修正？ 

① □是（約___________時間修正一次）② □否 

4. 貴校閱讀推廣的實施對象為何？（可複選） 

① □學生② □ 學校行政人員③ □ 教師④ □ 家長⑤ □社區人士 

⑥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過去一年內貴校閱讀推廣實施的內容有哪些？ 

① □晨光閱讀 ② □閱讀課③ □班級讀書會 ④ □親子共讀 

⑤ □好書交換⑥ □與作家有約 ⑦ □好書推薦⑧ □文章剪貼  

⑨ □ 閱讀心得寫作 ⑩ □查字典比賽 ⑪ □繪本小書製作  

⑫ □圖書館利用教育⑬ □閱讀有獎徵答 ⑭ □閱讀護照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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⑮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 

6. 貴校閱讀推廣結合哪些教學領域？ 

① □無 ② □數學領域 ③ □社會領域 ④ □自然領域 ⑤ □語文領域 

⑥ □藝術與人文 ⑦ □健康領域 ⑧ □資訊領域 ⑨ □生活領域 

⑩ □綜合領域 

7. 貴校檢視閱讀推廣成效的作法是？（可複選） 

① □閱讀學習單 ② □閱讀護照認證 ③ □閱讀測驗  

④ □其他__           ____ 

8. 貴校閱讀推廣是否規劃閱讀相關專業成長課程或研習？ 

① □是  ② □否（請跳至第三部分作答） 

9. 參與閱讀專業成長課程或研習的對象是？（可複選） 

① □教師 ② □家長 ③ □其他（請說明）_______ _____ 

【第三部份】閱讀推廣的資源 

一、 在組織成員方面 

1. 貴校閱讀推廣組織有哪些？ 

① □ 學校圖書館 

② □ 教師閱讀工作坊（成員共_____________人） 

③ □ 親子閱讀工作坊（成員共_____________人） 

④ □ 故事志工      （成員共_____________人） 

⑤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貴校是否主動辦理志工閱讀專業相關成長研習或課程？ 

① □ 是 ②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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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圖書館資源方面 

1. 貴校圖書館每年購置館藏的經費約________元，約佔教學設備__    __% 

2. 貴校圖書館購置館藏經費來源是（可複選） 

① □政府 ② □民間企業團體（校友）③ □家長會 ④ □社區民眾 

⑤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貴校的館藏種類有哪些？ 

① □圖書 ② □期刊 ③ □ 視聽資料 ④ □報紙 ⑤ □電子資源 

⑥ □教學媒體 ⑦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貴校圖書館與哪些校外資源合作充實圖書館服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部份】閱讀推廣的困境 

1. 貴校在閱讀推廣上，曾遭遇到哪些困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貴校在閱讀推廣上，迫切的需求是哪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問卷到此結束，請您檢查是否有漏答題目，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104 

 

附錄二 

新北市國民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廣研究訪談大綱 

一、學校閱讀推廣規劃 

1. 貴校規劃閱讀推廣的歷程與心得是什麼？ 

2. 貴校閱讀推廣的主導者的閱讀教育理念為何？ 

3. 貴校擔任教學的教師在貴校閱讀推廣上扮演的角色是？如何將閱讀理念融

入課堂的教學之中？ 

4. 貴校家長在閱讀推廣中扮演的角色？其所抱持的態度、看法及實際行動為

何？ 

二、學校閱讀推廣資源 

1. 貴校圖書館在閱讀推廣上如何支援、滿足貴校閱讀推廣的需求？ 

2. 貴校閱讀推廣組織的運作方式情形為何？ 

3. 貴校是否與社區或其他單位的合作？合作的情形為何？ 

4. 貴校如何整合閱讀推廣校內與校外資源？ 

三、閱讀推廣的困境與因應 

1. 貴校規劃閱讀推廣歷程中遭遇的困難為何？如何克服？ 

2. 貴校現今閱讀推廣的挑戰為何？如何因應？ 

3. 貴校對閱讀推廣的未來規劃走向是什麼？ 

4. 貴校閱讀推廣活動成功的因素有哪些？最關鍵的因素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