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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3學年度公私立高職推動人文閱讀特色成果報告表 

學校名稱 士林高商 

特色名稱 書香萬里行天下  系列活動   

活動期間 全學年度 

主辦單位 圖 書 館 協 辦 單 位 三魚網、輔導室、家長會等 

參與人數 

參與教師 參與學生 獲獎統計  （學生） 獲獎統計（教師） 其他 

全校教師 

202人 

全校 

3231人 

1、學生參加第 1040331梯次全國中等

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共計 37 組／

103人得奬。 

2、學生參加第 1031115梯次全國中等

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共計 21組／49

人得奬。 

3、學生參加第 1040315梯次全國中等

學校心得寫作比賽共計 13人得奬。 

4、學生參加第 1031031梯次全國中等

學校心得寫作比賽共計 20人得奬。 

5、學生參加 103學年度臺北市高職生

優良書籍心得寫作比賽，共計 7 人

得奬。 

6、學生參加臺北市 103年度高職學生

閱讀擂臺賽，榮獲第二名。   

7、學生參加臺北市 103學年度高職生

關鍵能力閱讀挑戰賽，榮獲第三名。 

8、學生參加第六屆全國高職學生網路

文學獎比賽，共得到第二名 1 位、

佳作 2位、入選 4位。 

9、學生參加 103年 8月份高職組線上

徵文，榮獲第二名、第三名。 

10、學生參加臺北市 103 學年度學習

檔案競賽，榮獲優勝 1 件、佳作 4

件。 

11、學生參加臺北市 103 學年度高中

職北區朗讀組，榮獲佳作。 

12、學生參加臺北市第 12屆中小學專

題式網頁競賽，榮獲第一名，及佳

作 6件。 

13、學生參加彰師大小論文寫作比

賽，榮獲 3篇入選。   

14、學生參加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財務管理系「2015 實務專題研習

營」，榮獲優勝及佳作。 

1、臺北市第 15 屆

行動研究徵件，

本校獲得： 

(1)團體獎第 2名， 

(2)特優 4 件(全市

第一)， 

(3)優選 7 件(全市

第一)， 

(4)作品數量/入選

26 件(全市第

1)。 

 

2、教師參加全國

103 年 語 文 競

賽，榮獲國語演

說第六名。 

 

3、教師參加臺北市

103 年 語 文 競

賽，榮獲北區國

語演說第一名、

國語朗讀第六

名。 

 

4、教師參加臺北市

104 學年度特殊

優良教師選拔，

榮獲臺北市 104 

學年度語文與社

會科學類特殊優

良教師。 

 

5、教師通過教育部

師鐸獎初審。 

 

1、103學年度三

魚網好書推薦

計 2190篇。 

 

2.103 年度全校

借 書 量 為

21828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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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學生參加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策

略聯盟高中職專題製作競賽，

榮獲第三名及佳作各 1件。 

16、學生參加 104 年度商業與管理

群專題製作競賽複賽，榮獲小

論文類優勝 1 件。 

 

  

辦 理 活 動 

總 經 費 
新臺幣 523,000 元 

經 費

來 源 

資本門 

來源：104年度校內預算 額度：296,648元 

來源：103學年度高職優質化 額度：404,000元 

來源：104年度臺北市公私立高中

職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 
額度：400,000元 

經常門 

來源：104年度校內預算 額度：150,000元 

來源：103學年度高職優質化 額度：325,000元 

來源：104年度臺北市公私立高中

職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 
額度：174,000元 

來源：103學年度校內家長會 額度：24,000元 

實 際

支 出 

總 額 

資本門 新臺幣 1,100,648 元 
合計 新臺幣 1,773,648元 

經常門 新臺幣 673,000 元 

聯 絡 人 

(承辦人) 

單 位 圖書館 職 稱 圖書資源指導老師 

姓 名 彭仰琪 電 話 02-28313114*522 

行 動 電 話 0972-638-541 傳 真 02- 2832-3143 

E-mail   yangchi@slhs.tp.edu.tw 

 

 

mailto:yangchi@slhs.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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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資料請見後附 ｢推動閱讀成果一覽表｣ 。   

 

    本校為鼓勵同學多利用圖書館資源，歷年來配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推

動各項閱讀相關競賽活動，如：臺北市的高職學生學習檔案競賽、閱讀擂

臺賽、優良書籍心得寫作競賽、國文深耕網上線練習、臺北市立圖書館青

少年借閱證辦理，晨讀、班級文庫、三魚網好書推薦寫作，及全國高級中

等學校讀書心得暨小論文寫作比賽等活動。各項活動均獲佳績，在推動學

生積極閱讀、認真寫作上，頗具成效。 

 

    另外，為了加強學生養成良好的閱讀習慣，培養廣闊的胸襟與眼界，

學校也規畫了許多閱讀與活動。今年特色主題為：書香萬里行天下。活動

系列分為：一、書香天下，二、人文天下，三、公益天下，四、寰宇天下。 

 

一、 書香天下： 

1、本學年所舉辦讀書會共計 5次，每次介紹及辦理延伸閱讀書目數量

不一，加上校慶闖關及悅讀閱樂-聖誕禮物贈獎活動，合計介紹好書暨進行

延伸閱讀書目達 60本以上。因閱讀後寫作而達獎勵門檻同學眾多。 

2、推動班級文庫 4次，鼓勵全校參與悅讀閱樂—閱讀護照撰寫、及校

長有約~我愛閱讀活動(個人競賽、班級競賽)。本學年已產生二位完成百本

閱讀之同學。 

3、整體閱讀成果，所有學生都知道圖書館有精彩的讀書會及講座活

動，報名場場爆滿，自願擔任志工者每每超出所需。圖書館借閱量也逼近

22000冊(全校師生每人平均借閱量近 6.5本)。 

 

二、 人文天下： 

1、為了訓練閱讀者能在讀書後，深入思惟，盡情表達想法，除配合臺

北市教育局成立並培訓閱讀代言人推廣閱讀，做為全校典範。 

2、為有志學寫三魚網好書推薦的學生開班，邀請榮獲十星級的學長親

自授課。 

3、進一步辦理菁英交流—士商內工閱代交流會，讓閱讀菁英有更多腦

力激蕩、互相學習的機會。 

4、帶領學生參與臺北市高職生關鍵能力閱讀挑戰賽，讓 20位同學在

分工與交流中，一次讀懂 20本書，並榮獲第三名。 

5、開設 ｢電子書—推甄備審資料製作｣ 研習，教導學生如何製作自己

的電子書。 

6、邀請藝術家駐校進行校園美學推廣，並開設 ｢立體書製作｣ 研習，

讓學生在閱讀中也能享有閱讀美學。 

7、開設讀書講座，邀請名企業家，給予年輕人激勵與警惕，面對世界

與未來人生，有更清明的想法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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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益天下： 

1、於第二次讀書會，討論並介紹關心公益與社會正義的作家須文蔚教

授的著作《臺灣的臉孔》。 

2、配合公益主題的探討，晨讀文章也選了二篇關於生命與公益教育的

主題文章，供全校學生研讀。班級文庫則由班級直接閱讀須教授的相關書

籍以加強認識。 

    3、舉辦｢募書送愛心~偏鄉服務｣活動，由全校募集 1010本二手書，加

上一整棟電子圖書館近 3000本書的資源，再提供可堪使用之 20臺淘汰舊

電腦，整修為電子書閱讀器，由閱讀代言人教授電子閱讀器及電子圖書館

使用流程，落實照顧偏鄉、募愛無限的精神。 

 

四、寰宇天下：     

    為鼓勵同學放眼世界，拓展視野，舉辦了： 

1、上學期開學前至 9/9，鼓勵同學參訪海上書城望道號，主動以英語

採訪外國志工，並了解不同的世界觀與人生觀。    

    2、舉辦三次閱讀走天下活動，教導同學日本的文化風情及實際規畫未

來參訪的地鐵路線圖。 

    3、配合下學期讀書會的日本旅遊繪本，會中邀請擔任日本觀光大使的

校友教導學弟妹如何精進語言及必要專長，以獲得觀光大使的殊榮。 

    4、協助學生取得赴韓國教育旅行參訪交流活動資格，並將擔任 104年

度韓國教育旅行人士及高中職生來台教育交流參訪活動之接待人員。(全國

高中職僅 15名入選代表。) 

    5、104年 6月辦理澳洲教育旅行，帶領學生赴澳參訪。 

 

 

備註：本表如不敷填寫可自行調整與增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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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士林高商 103學年度第 1學期推動閱讀活動成果一覽表 

項

目 
閱讀活動名稱 簡述 舉辦日期 

參與人數 

篇數/年級 

1 三魚網心得 
鼓勵同學踴躍投稿三魚網心得

推薦 
整學年 一二年級 

2 士商百本好書閱讀 

鼓勵同學踴躍閱讀書寫心得，每

寫滿 5 本心得好書並完成認證

者，頒發圖書禮券$100元，最高

獎勵$300元 

整學年 全校 

3 
FaceBook粉絲專～

悅讀閱樂，書寫青春 

設立 FACEBOOK粉絲團，邀請校

內師生為圖書館按個讚！   

http://goo.gl/cp4zBB 

整學期 
邀請士商

人按讚 

4 新生認識圖書館 
圖書指導老師介紹圖書館與閱

讀活動，並協助申辦市圖借書證 
開學一個月內 

一年級 

新生 

5 晨讀分享 

利用班會的時間，閱讀文章並書寫

心得(為須文蔚教授演講—公益主

題做準備) 

一個月一個主

題，一學期共 8

篇 

一二年級 

6 
晨讀文章心得寫作

優良 
每班 8名，作品公布張貼鼓勵 整學期 全校 

7 班級文庫 

閱讀文庫後書寫心得，由班上同

學交換批改，互相觀摩。(為須文

蔚教授演講—公益主題做準備) 

共 2次，於第 1

次及第 2次段考

後的一週內實施 

一二年級 

8 電子書借閱 

以獎勵的方式推廣電子書借

閱，藉此鼓勵同學們不要僅限於

實體書籍的閱讀。 

每月統計一次 全校 

9 
海書書城 

望道號參訪 

圖書館帶隊，並鼓勵同學自行前

往基隆港海上書城參觀、用英文

採訪外國志工，錄影照相供圖書

館刊登(如附件一) 

開學至 9/9 全校 

10 
臺北市高職學生優良

書籍心得寫作比賽 

本校參加”臺北市 103學年度高

職學生優良書籍心得寫作比

賽”，共 7位同學獲獎 

103/10/01 高二 

11 
臺北市高職學生學

習檔案競賽 

本校參加”臺北市 103學年度高

職學生學習檔案競賽”，共 5位

同學獲獎  

103/10/01 高三 

12 
第一次讀書會～ 

親愛的安德烈 
(如附件二) 103/10/17 全校 50人 

13 
臺北市高職學生閱

讀擂臺賽 

事前舉行校內初選並進行培

訓，並參加臺北市閱讀擂臺賽，

103/10/23初賽 

103/11/13決賽 
高二 

http://goo.gl/cp4zBB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slhs/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K6E9SION/附件檔/附件三-第一次讀書會.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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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 103年度閱讀擂臺賽亞軍 

14 中學生 

網站 

讀書心得 
以各國文老師評選出的優秀心

得作品來參賽 
103/10/31前 20篇獲獎 

15 小論文 鼓勵參加小論文比賽 103/11/15前 21篇獲獎 

16 
第二次讀書會～ 

臺灣的臉孔 

分享須文蔚教授書籍，為須教授公

益主題及紀實文學做準備) (如附

件三) 

103/11/14 70人 

17 
校長有約~我愛閱讀 

班級競賽 

每班以三魚投稿數、閱讀護照寫

作量和圖書館借閱量等標準來

積分，取優勝若干名。積分日夜

間部各選一班積分最高的班級

於學期末與校長共進下午茶。

(日間部：1/5；夜間部：1/7) (如

附件四) 

103/09/01~103/

12/10 
全校 

18 
三魚網寫作研習暨

圖書館志工大會 
(如附件五) 103/11/10 64人 

19 校慶書展 圖書館外 1F展出，優惠價 75折 103/11/18~25 全校 

20 
士林高商 63周年校

慶閱讀闖關活動 
(如附件六) 103/11/25 

全校約

350人 

21 
第三次讀書會～ 

從紀實文學到反抗 

讀書會後開放延伸閱讀，寫心

得，拿好禮活動(如附件七) 
103/12/19 70人 

22 
士商悅讀閱樂-- 

聖誕禮物贈獎活動 
(如附件八) 102/12/22~26 約 200人 

23 閱讀走天下講座 哈日不設限 (如附件九) 103/12/26 50人 

24 閱讀走天下講座 勇闖東京大探索(如附件九) 103/12/27 50人 

25 韓國教育旅行 

協助學生通過全國甄選，代表台

灣參加韓過教育旅行(全國高中

職僅 15位錄取) 

103/12/30 1人 

26 
全國高中職學生 

線上徵文 

參加國文學科中心辦理之全國

高中職寫作線上徵文 8 月份徵

文，分別榮獲高職組第 2名、第

3名。 

103/09 2篇 

27 全國高中職小論文獎 
參加彰師大主辦第九屆全國高

中職小論文獎，3篇皆獲入選 
103/10/31 高三/3篇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slhs/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K6E9SION/附件檔/附件三-第一次讀書會.doc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slhs/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K6E9SION/附件檔/附件三-第一次讀書會.doc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slhs/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K6E9SION/附件檔/附件三-第一次讀書會.doc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slhs/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K6E9SION/附件檔/附件三-第一次讀書會.doc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slhs/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K6E9SION/附件檔/附件三-第一次讀書會.doc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slhs/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K6E9SION/附件檔/附件三-第一次讀書會.doc


- 8 - 

 

<附件一>  海上書城望道號參訪        開學~9/9 止 

  
 

 本次參訪，藉由學生自行前往，鼓勵學生認識多元文化，接觸不同語言的書籍。

借由英文採訪船上志工的海上生活趣事。受訪的志工，包含墨西哥、英國、南非、

美國、加拿大、尼泊爾、法國超過十幾國的國際友人。志工們為了夢想，獨立自主，

讓參訪的同學們感動不已，並從中發現英語的重要，看到世界上到處都有樂在服務

的人。 

    
 

   

<附件二>第一次讀書會～親愛的安德烈      10/17 

    閱讀代言人們藉由本書研讀，帶領學員探討自己最常和父母擦撞的面向，並找出

平衡與改變彼此關係的方式。再由圖書指導老師送上親情升溫妙方，借由孩子主動對

父母關心，達到親子關係軟化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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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第二次讀書會～臺灣的臉孔        11/14 

    本書為「公益與希望」主題，由閱讀代言人帶領大家發現國際友人長期奉獻心力

改善臺灣社會。並分享：小學開始做公益的沈芯菱、九十歲才開始做公益的登山爺爺、

與致力推廣社會企業的若水企業。期許大家成為商業學校的榜樣！ 

 

     
 

<附件四>  校長有約~我愛閱讀 班級競賽    日間部：1/5；夜間部：1/7 

※日間部 

校長有約班級競賽的頒獎現場，除了有特教班學生親手製作的點心、飲料，更是

所有同學互相分享閱讀經驗、推薦好書的好機會。在閱讀代言人的主持與引導下，校

長、家長、同學，無不暢所欲言，以書會友。 

     
 

※夜間部 

    為了體恤白天工作、晚上讀書的夜間部同學，夜間部第一名的校長有約今年進行

披薩大餐。所有同學吃著披薩，也在閱代的帶領下，彼此分享閱讀的快樂、介紹一定

要看的好書，真是不亦樂乎！  

     
 

<附件五>三魚網寫作研習暨圖書館志工大會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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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有心參與三魚網好書推薦的同學，寫出能反應書籍特色及個人想法的推薦

文，我們舉辦了｢三魚網好書推薦寫作研習｣，並邀請了熱愛圖書館的志工們一同參與。 

    課程中，由閱讀代言人跟同學分享閱讀心得及寫推薦文的秘訣，由本校第一位榮

獲十星級徽章證書的林宗穎學長分享三魚網的各種使用方法，最後再由圖書指導老師

分享良好的推薦文該如何寫作。希望大家未來都能踴躍投稿，分享你閱讀的收穫喔！ 

 

    

 

<附件六>士林高商 63周年校慶~閱讀闖關活動     11/25 

    今年校慶闖關結合了青少年最喜歡的青小說、神話主題，更融入第二三次讀書會

的主題書目，每道題目都是閱讀代言人親自閱讀書目後，精心設計的考題，不管是機

智問答、二組搶答、拼圖、或九宮格方式呈現，不真的了解書中的內容，真的不是好

猜呢！ 

 

      
 

      

 

<附件七>第三次讀書會～從紀實文學到反抗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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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特別邀請《臺灣的臉孔》作者須文蔚教授蒞臨演講。為了歡迎須教授，我們

這學期許多次的晨讀、班級文庫都選擇了須教授的書，或類型相近的書籍文章。尤其

第二次讀書會更是帶大家把《臺灣的臉孔》做了深度的了解。在第三次讀書會當天，

我們更將大家閱讀過晨讀、班級文庫的相關文章所寫的心得單，製作成須教授的紀念

書，贈與須教授留念。 

    這次讀書會，在須教授的介紹下，同學們認識了文學與社會的關係，更了解各種

不同型態的紀實文學名作。原來，文學與人生實習習相關的，不是與社會脫節的產物

--是所有同學們最深刻的感悟。連師長也聽得非常入神呢！這次的延伸閱讀寫作，自

然就非須教授推薦的書單莫屬啦。 

 

   
 

   
 

<附件八>士商悅讀閱樂--聖誕禮物贈獎活動     12/22~26 

    圖書館骨力閱讀無所不用其極~ 在快樂的聖誕節，當然就要借書送糖果，寫心得

抽好禮啦！連本校的外籍交換學生都要來參加，歡樂的氣氛，不就是閱讀帶給人的感

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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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閱讀走天下講座 1-哈日不設限       12/26 

     本次活動邀請日本玩家－泰弟、阿信分享二人愛上並學習日本文化的契機，學習

日文的心情，並說明赴日滑雪，最後成為當教練及日本職場文化體驗心得。現場還有

日本地圖，讓同學一一發現自己最嚮往的日本旅遊勝地。 
 

             

 

<附件九>  閱讀走天下講座 2-勇闖東京大探索      12/27 

    這一場講座介紹更多的日本風俗習慣，最特別的是，講師親自帶著同學們設計一

張自己最想旅遊地點的東京地鐵路線圖。一場講座下來，大家都想去東京探險了。 

     
 

 

臺北市立士林高商 103學年度第 2學期推動閱讀活動成果一覽表 

項

目 
閱讀活動名稱 簡述 舉辦日期 

參與人數 

篇數/年級 

1 三魚網心得 
鼓勵同學踴躍投稿三魚網心得推

薦 
整學期 一二年級 

2 晨讀分享 
一月一主題，利用班會的時間，閱

讀文章並書寫心得 

一月一主題 

一學期共 8篇 
一二年級 

3 班級文庫 閱讀文庫後書寫心得，並交由同學 於前兩次段考 一二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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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批閱，互相觀摩、李偉文醫師

作品專書閱讀) 

後的 

一個禮拜實施 

4 電子書借閱 

以獎勵的方式推廣電子書借閱，藉

此鼓勵同學們不要僅限於實體書

籍的閱讀。 

每月統計一次 全校 

5 

臺北市 103學年度

高職生關鍵能力

閱讀挑戰賽 

全校組成二隊參加，榮獲第三 

(如附件一) 
104/01/22 

高一二 

 20人 

6 
士商內工 

交流讀書會 
(如附件二) 104/03/18 

高一二 

 20人 

7 
中學生 

網站 

讀書心得 
各班國文老師評選出優秀心得作

品參賽 
104/03/15 13篇獲獎 

8 小論文 
鼓勵參加小論文比賽，共得獎 37

篇 
104/03/31 37篇獲獎 

9 四月天書展 圖書館外 1F展出，優惠價 75折 104/04/7-12 全校 

10 
募書送愛心~ 

募書活動 
(如附件三)  104/04/14~24 全校 

11 閱讀走天下講座 
無國界—教育旅行體驗、學習、成

長 
104/04/17 高二 160人 

12 
 第一次讀書會 

  ～閱讀玩很大 
(如附件四) 104/04/24 66人 

13 
 募書送愛心 

  ~偏鄉服務活動 
(如附件五) 104/05/08 全校/34人 

14 
與校長有約~ 

我愛閱讀競賽 

(1) 班級：每班以三魚投稿數、閱讀

護照寫作量和圖書館借閱量等

標準來積分，取優勝若干名。

積分日夜間部各選一班積分最

高的班級於學期末與校長共進

下午茶。(日間部：1/5；夜間

部：1/7)  

(2) 個人：計分方式在班級競賽標

準以外，再加上個人參與讀書

會相關活動積分，取優勝若干

名，可與校長共進午餐。(如附

件六)  

1.班級競賽獎

勵：6/8辦理

完畢。 

 

2.個人競賽獎

勵：5/18辦

理完畢。 

 

  全校 

15 讀書講座 
生意仔歹生~如何自我培養成為未

來領袖 (附件七)  
104/05/13 

高三 160人 

全校教師 

16 
電子書~推甄備審

資料製作教學 
(附件八) 104/05/19-22 高三全體 

17 立體書製作教學 駐校藝術家分享~半隻羊立體書工 104/05/20-22 高三 1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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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室 (附件九) 

18 
甄選 104學年度士

商閱讀代言人 

遴選 104 學年度的士商閱讀代言

人 
05/22-25  一年級 

19 
第二次讀書會 

 ～一個人去旅行 
(如附件十) 104/05/29 76人 

20 閱讀走天下講座 103年日本教育旅行經驗分享會 104/06/02 
一二年級

全體 

21 閱讀代言人分享會 經驗傳承、智慧活動 104/ 7月初 先後任閱代 

22 
第六屆全國高職學

生網路文學獎比賽 

共榮獲第二名 1位、佳作 2位、入

選 4位 
104/ 3月 7位 

23 
臺北市第12屆中小

學專題式網頁競賽 

共榮獲第一名，及佳作 6 件 (共

43人) 
104/ 4/23 全校 

24 

國立高雄第一科

技大學財務管理

系「2015 實務專

題研習營」 

共榮獲優勝及佳作各 1篇 104/ 3/ 6 全校 

25 

德明財經科技大

學策略聯盟高中

職專題製作競賽 

共榮獲第三名及佳作各 1件 104/ 4/17 全校 

26 

104 年度商業與

管理群專題製作

競賽 

榮獲小論文類優勝 1 件   104/ 4/ 1 全校/ 1篇 

 

<附件一>  臺北市 103學年度高職生關鍵能力閱讀挑戰賽     1/22 

    本校由閱讀代言人帶領下，開放全校同學報名參加，很快的二隊二十個名額就額

滿了。二十本關鍵能力的書，在同學自選精讀書籍的分配下，很快的二隊夥伴就成為

了彼此分享書訊、共讀好書的書友了。( 從賽前集訓照片就可以知道：我們是認真的！) 

    競賽中，同學們深為新奇有趣的閱讀闖關活動感到欣喜不已，很順利又充滿刺激

的，由閱讀代言人為主組成的人鬼書途隊勇奪第一屆關鍵能力第三名。大夥說好，明

年一定要再來比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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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士商內工交流讀書會   3/18 

    繼上學期拜訪內湖高工閱讀社，參觀內湖高工的讀書會運作後，這學期由本校閱

讀代言人舉辦二校交流的讀書會。參與成員除了彼此的閱讀代言人，自然就是內工閱

讀社及本校因參與閱讀挑戰賽而彼此結識得快樂閱讀人。 

    二校閱讀代言人除了彼此介紹一二本最推薦的好書之外，現場與學員的互動，本

校甚至還設計了「親手做了一本書」活動，讓所有學員享受親自做書、變創意的快樂

和另類思考方式呢。 

 

     
 

      
 

<附件三>  募書送愛心~募書活動     4/14-24 

    今年我們選定由聯合報記者採訪的宜蘭內城國民中小學做為贈書的對象。內城國

民中小學是一所偏鄉學校，圖書館內書籍皆極陳舊，少有適合國小學生看的書籍。在

閱讀代言人的推動及號召下，我們進行全校師生的二手書籍大募集，並廣為徵求對協

助募書作業有熱情的志工共同投入這個有意義的工作。師生所捐贈的每本書都經過閱

讀代言人嚴密的把關，沒想到，短短十天，竟募到 1010本適合國中小學生閱讀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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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到內城學子一進到圖書館，就可以看到這麼多好書，那眼神所發出的光芒，我們

就真的好開心啊！ 

 

   
 

<附件四>  第一次讀書會  ～閱讀玩很大      4/24 

    本次讀書會，閱讀代言人想給全校同學全心的感受、並訓練有意願承接月代工作

的學弟們，有個實習奉獻的機會。因此讀書會的主題，就鎖定「閱讀玩很大」--換言

之，就是要集合各類型書及、作家的書，設計題目，讓同學們非得現場看完圖書館提

供的文本、或是之前就有相關的閱讀經驗，不然無法順利答題。這次的主題多元，包

含了文青系列、電影文學系列、輕小說系列、丹尼布朗系列等各式書籍。這樣設計的

用意，也是希望同學們閱讀上不要偏食，而是能夠廣泛接觸、拓展心靈。闖關的志工

就由高一學弟妹擔任，讓他們也能了解圖書館推動閱讀的部分面向。從會後的參與心

得單來看，果然每種書籍都有人愛，有了月代的刺激與帶領，大家往後閱讀，更是多

了許多新鮮的選擇了！ 

 

   

   
 

<附件五>  募書送愛心  ~偏鄉服務活動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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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四月募書完畢，閱讀代言人及志工們就努力的按照國中或國小適讀書籍分類裝

箱。但這次我們帶去的不只是 1010本悅讀的心意，更送給內城國民中小學一整座(包

含近 3000本電子書)的電子圖書館、和 20臺電子書閱讀器！可想而知，此行贈書之旅，

絕對不只是送書拍照留念而已，更重要的是，教會內城的師生們，怎麼使用我們的電

子書。--進行教學重責大任的，自然還是我們的閱代志工們！ 

    一到內城，大家在美麗的內城水上圖書館前留影之後，便是努力的搬書、運書，

二校校長贈書儀式結束後，便由閱代進行電子書及電子書閱覽器教學課程。一對一的，

每個學生、老師都有士商的書香志工負責教到會。在這些有形無形的紙本書、電子書、

電子有聲書、閱覽器外，真正牽起我們的，是喜愛閱讀，希望想閱讀的人都有辦法讀

到好書，用最適合自己的方式，徜徉書海、開拓眼界！   

    看著內城師生的表情，再看到內城校長在課後，一路陪著我們飽覽內城風光，相

信，內城的夥伴們，一定很開心吧！大家一起—悅讀閱樂吧！ 

     

     
 

     
 

<附件六>  校長有約~我愛閱讀個人競賽 頒獎典禮      5/18 

    本校的閱讀人真的太強！為期一年的個人競賽，閱讀人為了奪得冠軍，為自己的

悅讀人生取得貴重的榮耀——冠軍獨得 iPad一臺，天天在書堆中快樂的悠遊。光是這

學年，就產生了二位閱讀達人~~完成閱讀護照的百本閱讀。在一群閱讀人的努力之下，

個人競賽共錄取日夜間部合計 11位優勝者。在閱代的主持下，優勝者們於 93巷人文

空間，與校長、家長進行午餐約會。頒獎之餘，也輪流快樂分享自己最愛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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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生意仔歹生~如何自我培養成為未來領袖    5/13 

    為了激發高三學生，面臨人生轉折之處，能善加規畫人生，提升自己的胸襟眼界

競爭力，圖書館特別邀請臺灣電子商務鉅擘—博客來網路書店、讀冊生活網路書店創

辦人—張天立先生蒞臨演講，資處科同學則很榮幸的能全科參與此盛會。演講中，張

創辦人對於年輕人面對未來挑戰、自我規畫多所建言，更提出多本必讀好書來拓展全

體師生的視野。聽完演講，同學們除了排隊和張創辦人合照外，也開始省思：面對人

生，自己真的該用更嚴謹的態度面對、開創。 

 

     
 

<附件八>  電子書~推甄備審資料製作教學       5/19-22    

    為了協助高三畢業生製作升學備審資料，並推廣電子書、教導新世代學子懂得運

用電子資源，圖書館特別針對全體高三畢業生，進行電子書~推甄備審資料製作教學。

所有同學對於能做出自己圖文並茂、聲光皆美的電子書個人檔案，無不感到新奇有趣！ 

 

     
 

<附件九>  立體書製作教學       5/21及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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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增進師生對美的感受力，對藝術創作及文創趨勢的了解，本校這學期與立體

書創作家半隻羊工作室合作，讓藝術家進駐校園，將美的氛圍與創作，隨時得以延展。

這學期就立刻開了二場立體書製作體驗課程供全校師生學習。在三位藝術家的帶領之

下，全體師生們做得好有成就感！ 

     

     
 

<附件十>   第二次讀書會 ～一個人去旅行    5/29 

    本學期的讀書會，閱代們無不展現自己的創意，做出最想和全校分享的好書介紹

與導讀。本次讀書會，嚮往日本旅遊的閱代便選了日本繪本家高木直子的書，分享了

許多只有日本人才知道的私房珍密景點，與最有特色的日式文化體驗。為了盡情傳達

對於日本及繪本的喜愛，其他的閱代也分享了日本教育旅行心得、臺灣及日本知名繪

本家及其作品賞析；圖書館更請到一樣狂愛旅行，並努力增強自己各方面能力，光榮

成為臺灣觀光大使的畢業校友，教導所有學弟妹如何出國旅行不花錢，還能成為另類

臺灣之光。最後，再由閱代進行最具日本風味的祈福卡—繪馬製作，讓充滿創意、異

國風情的讀書會圓滿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