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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桃園縣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桃花源」四年計畫--103年度輔導訪視考核表 
 
    輔導訪視考核總分 
 

  103  年度   受訪學校： 楊梅市 鄉（鎮） 楊梅  國（小）   
 

訪視項目 學校自評分數 訪視委員考核分數 

一、行政規劃（30分） 29  

二、師資培訓（25分） 20  

三、課程教學（25分） 23  

四、閱讀活動（20分） 17  

訪視考核總分 89  

 

訪視委員簽名:                                       
 
填表日期：      103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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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桃園縣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桃花源」四年計畫--103年度輔導訪視考核表 
學校別：   桃園  縣（市）        楊梅國民小學    國小    

一、行政規劃 

訪視項目 參考指標 

學校自

評分數 

訪視委

員評分 學校具體績效說明 訪視委員意見或建議 
1-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1-5 分 

 
(一)規劃推動「閱讀教

育」四年實施計

畫，並定時召開檢

討會議 

1.訂定全校性閱讀計畫。 

2.工作小組織與運作績效。 

3.各項會議歷程檔案完備。 

5  1、訂定楊梅國民小學推動

「閱讀桃花源」四年實施

計畫。 

2、依據計畫組織分工，於學

期中確實執行。 

3、召開領域小組會議，結合

課發會進行閱讀教育推

展會議等，於會議中研討

閱讀教學相關策略及閱

讀教育推展成果經驗分

享。 

 

(二)充實學校圖書設

備，學校自籌預算

推動閱讀。 

1.編列充實圖書經費且專款專用。 

2.爭取家長會或社區、社會相關資源。 

3.當年度學校自籌閱讀推廣經費成長率達 40%；或是學

校自籌閱讀推廣經費達 10%以上。 

5  1、每年由本校家長會贈資一

萬元，專款專用採購圖

書。 

2、本校教育事務基金每年視

學校需求，經董事基金會

開會通過後仍惠予充實

圖書之經費一萬元。 

3、爭取社區各項資源，鼓勵

捐書充實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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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爭取各單位優良書籍贈閱   

  機會，如市立美術館、邢   

  天宮愛心委員會、礦工兒 

  子基金會、…等。 

5、長期訂閱優良雜誌，提供

家長師生借閱。 

6、100學年度爭取桃園縣政

府充實圖書館圖書及設

備，推動閱讀計畫。 

 

(三)設置並運用 e化圖

書館系統 

1.已使用教育部版推動圖書館管理系統。 

2.辦理圖書館利用教育。 

5  自 100 學年度起本校圖書系

統已使用教育部「全國閱讀

推動與圖書管理系統」並連

結於學校校務系統。除了讓

學生能上線了解圖書流通的

即時情況，而且鼓勵他們運

用搜尋引擎蒐集資料。 

 

(四)推動閱讀護照 1.訂定各年級學生閱讀書目，並認證。 

2.推動有關閱讀認證績效(如：推動小學士、小碩士、小

博士..等)。 

5  1、訂定閱讀認證辦法，每學

期編列預算頒發書香小

學士(90本)、小碩士(120

本)、 小博士(150本)獎

項，鼓勵學生閱讀。 

2、於閱讀護照中，訂定各年

級學生指定之班級共讀

的十本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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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合社區資源推動

閱讀教育 

1.成立圖書館志工，協助辦理圖書館利用教育。 

2.辦理假日閱讀推廣活動。 

3.寒暑假或例假日開放學校圖書館 

4  1、召募圖書館志工，協助並

管理圖書室相關書籍及

借閱事項，協辦圖書館利

用教育。 

2、成立故事媽媽志工隊，引

進志工於晨間到各班說

故事，培養學生想像與創

作能力並推動閱讀風潮。 

3、利用校慶期間辦理為期一

週的主題書展，提供社區

民眾及師生閱讀。 

4、於暑期辦理親子讀書研討

營，鼓勵社區家長及學生

參加，增進親子共同學習

成長的機會。 

5、邀請富邦慈善基金會行動

圖書列車進駐校園，讓學

生體驗多元的閱讀樂趣。 

6、配合不同年段學生的閱讀

指導需求，於暑假作業中

設計親子共讀學習單，讓

家長成為孩子閱讀的合

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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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特色請自我表

述，提供訪視參酌

加分 

 5  1、各班級隔週一節到圖書室

上閱讀課，提供優良閱讀

環境，增加學生閱讀興

趣。 

2、學校首頁及圖書館前公告

每月推薦一書，分低、

中、高年級，並鼓勵學生

到圖書館借閱。 

3、於學校首頁設置「閱讀教

育網頁」提供親子及師生

閱讀教育的相關訊息。 

 

本項目分數小計（共計 30分）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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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桃花源」四年計畫--103年度輔導訪視考核表 
二、師資培訓 

訪視項目 參考指標 

學校自

評分數 

訪視委

員評分 
學校具體績效說明 訪視委員意見或建議 

1-5 分 1-5 分 

(一)辦理教師閱讀研

習 

1.辦理教師閱讀教學研習。 

2.辦理教師精進課堂閱讀教學研習。 

3.閱讀桃花源種子認證教師辦理校內研習或宣導。 

5  1、 辦理精進教學閱讀學
習社群，鼓勵教師自我

成長。 
2、辦理閱讀新視界教師專

業成長研習，以提升教師
專業教學能力與素養。 

3、學期末辦理閱讀教學成

果展，提供教師閱讀教學

觀摩的機會。 

4、閱讀桃花源種子認證教

師於週三進修辦理校內

分享。 

 

 

 

(二)培訓閱讀桃花源

種子教師 

 

1.閱讀種子教師認證通過達全校教師 

  10%以上-5分，5%以上-4分，1位-3分 

4  1、李華玲老師獲頒桃園縣
閱讀種子教師進階證書。 

2、羅文旋老師獲頒桃園縣
教師閱讀指導證照進階

證書。 

3、范姜采晶老師獲頒桃園

縣教師閱讀指導證照進

階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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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圖書志工研

習 

1.鼓勵家長、志工參加各機關舉辦的讀書會領導人活

動。 

2.成立家長讀書會或辦理圖書志工研習。 

3  1、鼓勵家長、志工參加各

機關舉辦的讀書會領

導人活動。 

2、引進圖書志工協助圖書
管理，並鼓勵志工參加
研習。 

 

(四)鼓勵教師進行閱

讀教學相關研究 

1.教師參加校內、外閱讀教學設計或競賽。 

2.成立教師讀書會。 

3.教師參加閱讀教學相關研究（含碩博士或相關專案研

究）。 

4.組織閱讀教學相關專業社群。 

5  1、組織閱讀學習社群，定

期 召 開 閱 讀 推 展 會

議，提升閱讀指導能

力，編寫優質閱讀教案

並獲優良成績。 

(1) 李華玲、蘇美月老師參

加桃園縣 99 年度閱讀

教學設計徵選，榮獲

4-6年級特優。 

(2) 99 學年度范家毓、黃

瀞平老師，參加桃園縣

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

計畫—動力海洋教育

創新教學活設計教案

徵選，榮獲佳作等。 

(3) 羅文旋、梁秀雲老師參  

   加 101年閱讀桃花源教  

   學設計徵選活動，榮獲 

   1-3年級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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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林俊榮主任李華玲老 
  師參加 102年度桃園縣品 
  格教育典範教學模組及 
  演示教案徵選活動(文章 
  閱讀)榮獲優等 
 (5) 李華玲老師參加 102 
   年全國國民小學融入式  
   能源教育創意教案競賽 
   (文章閱讀)獲入選 
 (6)林俊榮主任參加 102 
  年度老人教育課程及活    
  動教材教案設計全國性 
  徵稿計畫(多文本閱讀) 
  榮獲特優 
 
2、成立教師讀書會，定期 
   研討教育專業書目及文 
   章，進行專業對話及分 
   享。 
3、教師組成團隊參加教育 
   部 99、100年歷史文化 
   網經營與推廣計畫。 
4、林俊榮教師 101年暑假 
   期間赴中國參加「2012 
   年第五屆朱子與文化論 
   壇」國際學術研討會。 
5、組織閱讀教學專業群， 
   進行閱讀教案分享及閱 
   讀策略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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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相關閱讀師

資培訓之創意績效 

1.參加教師專書閱讀比率達 5%以上。 

2.參加推動晨間閱讀優質方案評選。  

3.參加磐石、推手評選活動。 

 

3  1、每學期購置教育局指定

的閱讀專書並鼓勵老

師參加教師專書閱讀。 

2、於週二、三、五晨光時

間推行「明日閱讀方

案」，以身教式閱讀帶

動學生學習的氛圍，並

將於日後參與晨間閱

讀優質方案的評選。 

3、積極辦理各項與閱讀教

學相關的研習活動，經

由教師閱讀教育專業

發展的增長，鼓勵老師

們成為閱讀推手，並進

而參與閱讀推手、閱讀

磐石學校的評選活動。 

 

本項目分數小計（共計 25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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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桃花源」四年計畫--103年度輔導訪視考核表 
三、課程教學 

訪視項目 參考指標 
學校自

評分數 

訪視委

員評分 
學校具體績效說明 訪視委員意見或建議 

1-5 分 1-5 分 

(一)擬定具班級特色

的閱讀計畫 

於班親會或班級網頁公佈實施。全校班級 

   100％完成-5 分， 80％以上-4分， 60％以上-3分， 

   40％以上-2分， 20％以上-1分 

5  全校各班於期初擬訂班級

閱讀計畫，掛於班級網頁，

並於班親會進行說明及調

整，務求親師生了解。 

 

(二)閱讀教育融入各

領域教學及活動 

各領域教師參與閱讀教育推動，並融入教學活動中 

  100％完成-5 分， 80％以上-4分， 60％以上-3分， 

   40％以上-2分， 20％以上-1分 

4  1、 利用藝文領域設計「閱 

「故事繪本」設計，融

入藝文領域。 

2、 讀護照封面設計」，評

選優秀作品印製於當年

度「閱讀護照」封面。 

3、 推動班級閱讀寫作融

入語文領域，製作印製

師生文選集。 

4、 「故事萬花筒」融入資

訊領域，製作故事投影

片。 

5、 資訊融入教學，六年級

學生融合資訊課以班級

部落格方式呈現閱讀及

語文學習效果。 

6、 以繪本練習「故事結構

圖」融入語文領域，培

養閱讀理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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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將社會領域、自然與科
技領域的教學重點圖像
化，引導學生「摘要」
的能力。 

8、 配合綜合活動課程進
行「說書小達人」活動，
激活學生閱讀書籍的興
趣。 

 

 

(三)班級網頁設置閱

讀專欄 

  100％完成-5分， 80％以上-4分， 60％以上-3 分， 

    40％以上-2 分， 20％以上-1分 

4  各班於班級網頁上設置閱

讀專欄，鼓勵親師生閱讀風

氣。 

 

(四)辦理小一新生「閱

讀起步走」計畫；

辦理新生圖書室導

覽活動（國中） 

有具體措施及策略： 

   100％完成-5 分，  80％以上-4分， 60％以上-3分， 

   40％以上-2分，  20％以上-1分 

5  1、結合小一新生「閱讀起
步走」計畫，訂定新生
共同閱讀書目。 

2、於開學小一新生入學

日，結合迎新活動辦理
新生「閱讀起步走」贈
書活動，並於會中宣導
鼓勵親子共讀，從小培
養良好的閱讀習慣。 

3、一年級各班成立班級閱

讀角，鼓勵學生借閱分

享。 

 

(五)其他推動相關閱

讀的特色課程與創

意教學 

如：進行各項閱讀指導或創意教學活動 

（含閱讀策略、寫書、說書、唱書、畫書、演書等） 

5  1、每年邀請「富邦閱讀行
動列車」到校，提供戶
外閱讀機會，廣受學生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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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每年發行校刊，鼓勵學 
    生創作詩歌、文章，提 
    供學生發表的園地，提 
    升閱讀及語文能力。 
3、舉辦「閱讀護照設計比

賽」，藉由學生參與閱讀
護照封設計，讓護照更
符合小朋友的需求，達

到鼓勵孩子努力閱讀的
目標。 

4、李華玲老師指導學生參
加教育廣播電台「活動
閱讀 101」班級親子共
讀推廣，教學具創意，
並遴選為全國 100 個獎
勵班級。 

5、辦理與作家有約活動，
邀請專家到校分享語文
領域課程愛心回饋社會
之經驗。 

6、辦理「跟著繪本去旅行」
之校外美感體驗活動。 

7、李華玲老師、楊景惠老
師指導學生參加「2013

中小學數位影音創作競
賽」榮獲「微電影行銷
類國小組」佳作。 

 

本項目分數小計（共計 25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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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桃花源」四年計畫--103年度輔導訪視考核表 

四、閱讀活動 

訪視項目 參考指標 

學校自

評分數 

訪視委員

評分 

學校具體績效說明 訪視委員意見或建議 

1-5 分 1-5 分 

(一)推廣班級共讀 

    活動 

1.任課教師或班級導師指導學生進行班級共讀活動 

2.每週一次以上進行晨間閱讀或讀報教育；或每週一節

至圖書室實施閱讀教學活動。 

3.訂定全校(全年級)晨讀時間並落實執行。 

5 

 

1、各班隔週安排一節

課到圖書館進行閱
讀課，指導學生利
用圖書館各項資
源。 

2、由學校提供經費訂
購國語日報及國語
日報週刊分發各
班，各班實施讀報

教育。 
3、各班擬定讀報學

習，每學期辦理班
級成果展示。 

4、班級讀報成果及閱
讀優良文章得張貼
看板分享。 

5、於週二、三、五晨

光時間進行寧靜閱
讀活動。 

 

(二)推廣親子共讀 

    活動 

規劃包括任何具體措施及策略之親子共讀活動（如：辦

理各種形式日間、夜間親子共讀活動、閱讀 111…） 

4 

 

1、 配合縣府辦理閱

讀起步走，利用公
開場合來宣導親子
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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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放「親子教養交
流道」學習單鼓勵

親子閱讀。 
3、配合不同年段學生

的閱讀指導需求，
設計親子共讀學習
單，讓家長成為孩
子閱讀的榜樣。 

4、華玲老師指導學生
參加教育廣播電台
「活動閱讀 101」
班級親子共讀推
廣，教學別具創
意，並遴選為全國
100個獎勵班級。 

5、於暑期辦理親子讀

書研討營，鼓勵學
習，提供社區家長
及學生的學習成長
機會。 

(三)辦理閱讀相關  

    藝文活動 

1.推展閱讀日〈月〉活動 

2.推動愛校捐書活動 

3.推動小桃子線上投稿活動 

4.辦理閱讀有獎徵答、朗讀、心得寫作等活動 

5  1、配合各類議題及各
處室活動舉辦各類
書籍主題展。 

2、每年校慶及親子教

育日辦理為期一週
之主題書展。 

3、不定期學生自由捐
書至圖書館。 

4、配合桃園縣小桃子
線上投稿活動，鼓
勵學生踴踴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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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潘曉柔同學獲
童詩佳作 

(2) 林顧淳同學獲
童詩佳作 
(3) 胡柏宇同學獲
童詩佳作 
(4) 陳廷瑄同學獲
童詩佳作 

5、辦理閱讀心得徵文
比賽、校刊閱讀有
獎徵答、閱讀護照
封面設計等藝文活
動。 

6、推動師生參加全國
校園國語文線上及
實體的閱讀活動。 

7、指導學生參加溫世
仁文教基金會 102
年國民中小學作文
比賽，獲優良成
績。 

  (1)康馨尹老師指導
黃宏鈺同學獲新詩
類─高年級組入圍
決賽 

  (2)鄒雅琪老師指導
陳廷瑄同學獲新詩
類─高年級組入圍
決賽 

  (3)黃淑萍老師指導
古詠涵同學獲散文
類─高年級組入圍
決賽 

  (4)吳碧雲老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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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冺萱同學獲散文
類─中年級組入圍
決賽 

8、羅文旋老師指導劉
耀成同學參加體育
署舉辦「體育課好
好玩」全國徵文比
賽獲高年級組第二
名。 

 

(四)其他相關提升閱

讀之特色活動 

1.研編教師或學生使用之閱讀參考資源或手冊教材等

可供運用 

2.輔導鼓勵學校與公私立圖書館合作，有具體措施及策

略 

3.愛的書庫運作有具體積極之輔導及鼓勵措施 

4.訂定閱讀教育投稿獎勵辦法 

5.其他（請具體條列說明） 

3 

 

1、教師研發教材置於
學校網路硬碟之
「宣導、教學」資
源知識平台中，提
供全校教師教學分
享運用。 

2、鼓勵老師參加縣府
舉辦之閱讀活動，
推廣班級共讀的風
氣。 

3、 每年邀請富邦文教
基金會閱讀列車到
校，提供戶外閱讀
機會，深受學生喜
愛。並且各班設立
班級書庫，不定期
由學生、社會單位
及本校圖書館提供
書籍，促進流通。 

4、家長會訂定投稿獎
勵辦法，發給作品
成功發表的學生。
學校並且定期舉辦
閱讀心得徵文比
賽，優秀作品參加
縣閱讀心得徵文比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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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編製校刊，提供親
師生發表文章及詩
歌創作，共同分享
學習，提升閱讀及
語文能力，並參與
桃園縣校刋評選榮
獲佳績： 
(1)99 年國小甲組

雜誌類優等 
(2)100 年國小甲組

雜誌類特優 
 

本項目分數小計（共計 20分）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