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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彙辨識
注音符號拼讀、字音、字形結構、音似、形似字、語法結構、
語言情境、閱讀流暢性

閱讀理解
尋找明顯訊息、整合、摘要、直接推論、綜合並解釋篇章、
熟悉各種文本類型、理解監控

閱讀應用
閱讀技巧（如提問、反思等）的熟練程度、將閱讀的內容轉
化並透過說話、寫作或其他形式的活動表達出來的各種能力。

閱讀態度 是否喜愛閱讀及是否會分享閱讀等。



字彙辨識  能正確的拼讀注音符號，以輔助識字。 

 能流暢的讀出任何適合該年齡層閱讀的文本。 

 能直接辨識簡單的字彙。 

閱讀理解  能選擇自己可以獨立閱讀的書。 

 能瞭解文本的內容與大意。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的訊息。 

 能清楚的回想文本中提到的事實及細節。 

 能用自己的話語描述從文本中獲得的新資訊。 

 能根據讀過的內容來回答問題。 

 能發現自己在閱讀理解上遇到的困難。 

 當發現句子意義不清時，會重讀該句。 

 能指出自己看不懂的單字或措辭。 

閱讀應用 一年級學生由於剛接觸閱讀，因此在這個層級不強調「閱讀應用」

方面的知能。 

閱讀態度  不排斥閱讀。 

 自主的挑選書籍來閱讀。 



字彙辨識  閱讀時逐漸不看注音符號，能直接讀出簡單的字彙及文句。 

 朗讀文本時，能正確的斷詞和斷句。 

閱讀理解  能討論不同內容中的角色和事件的相似性。 

 能運用先備知識來討論文本中的主題。 

 發現自己讀的字之意義與上下文的情境不同時，能仔細檢視

並自我修正。 

閱讀應用  會和他人分享閱讀的心得。 

閱讀態度  能說出自己喜歡的故事主題，或某特定類型的書籍。 

 跟家人逛書店或去圖書館時，會自主性的找到自己想看的書

並安靜的閱讀。 

 會要求父母親購買自己想看的讀本。 



字彙辨識  能直接唸出常用字彙，而不需注音輔助。 

 能概略讀懂句子上下文的意思，並能依上下文情境選用不同

字詞。 

 能從上下文來推論字義。 

 能夠正確辨識形似和音似的字彙。 

閱讀理解  能從各種文本中摘出重點。 

 能瞭解文本的大綱、大意及情節。 

 能理解在閱讀過程中所觀察到的訊息。 

 能思考並體會文本中解決問題的過程。 

 能從閱讀的材料中，培養分析歸納的能力。 

 能從故事中找出主要事件、情節順序以及相關的故事細節。 

 能直接推論故事中主要角色的感覺以及動機。 

 能從說明體文本中找出各種訊息。 

 能從說明體文本中作直接推論。 

 能從次標題、圖表等線索找出訊息。 

閱讀應用

及 

閱讀態度 

 能與他人討論閱讀的內容，並分享心得。 

 能應用組織結構知識（例如順序、因果、對比關係）閱讀。 

 喜歡和家人、朋友討論自己看過的書籍內容。 

 會向朋友推薦、介紹並分享喜歡的書，當朋友推薦某本書時

也會想去找來看。 

 喜歡和家人到書店或圖書館看書，並購買或借閱書籍回家閱

讀。 



字彙辨識  能配合語言情境閱讀，並瞭解不同語言情境中字詞的正確用

法。 

 能從部首大略推論出字義。 

閱讀理解  能在閱讀中進行推測，並驗證自己的想法。 

 能夠獨立閱讀較長的小說以及有章節的書籍。 

 能從故事中找相關情節，並在全文中分辨出重要的細節。 

 能從敘述文中進行推論，解釋作者意圖、行動、事件、感受

之間的關係，並提出文章中的證據。 

 能分辨敘述文的文體特徵，（例如圖像語言、抽象訊息）。 

 能解釋並整合敘述文中之事件，以及主要角色的行動。 

 能整合全文，找出要旨並加以解釋。 

 能夠了解作者在文本中的提示。 

閱讀應用

及 

閱讀態度 

 能夠使用自己提問，自己回答的方法，幫助自己理解文章的

內容。 

 喜歡嘗試閱讀不同類型的書籍。 

 別人要求介紹自己最喜歡的一本書時，能夠清楚的說明自己

為什麼喜歡這本書。 

 喜歡閱讀篇幅較長的故事。 

 每天都會花時間自己安靜的閱讀喜歡的書籍。 

 會自己或和朋友去書店或圖書館看書。 



字彙辨識  能夠正確的分辨口語與非口語的用法。 

閱讀理解  能認識文本內容的各種表述方式（如：記敘文、抒情文、說

明、議論和應用文等）。 

 能認識不同的文本類型（如：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

及各種題材的作品，擴充閱讀範圍。 

 能在閱讀中領會並尊重作者的想法。 

 能夠思考和批判文本的內容。 

 能將文本內容與實際生活經驗相結合。 

閱讀應用  發展出適合自己的閱讀策略，以提升閱讀效能。 

閱讀態度  不畏懼閱讀長篇小說，喜歡閱讀經典的文學作品，並且能夠

透過各種管道充實自己的閱讀經驗，喜歡去圖書館或書店。  



字彙辨識  能分辨白話文及文言文中詞語的差別。 

 能理解成語的意義並正確的運用。 

閱讀理解  能針對不同文章架構找出或是分辨出相關訊息。 

 解釋各種文本內容時，能夠分辨結果和影響、事實和意見，

以及主旨和支持的細節。 

閱讀應用

及 

閱讀態度 

 能運用預測策略來閱讀不同類型的文本。 

 能運用確認策略來閱讀不同類型的文本。 

 能運用統整策略來閱讀不同類型的文本。 

 喜歡去圖書館或書店。 

 讀完一本書後，能感受到自己獲得新知的喜悅。 

 擁有「希望能透過閱讀充實自己」的想法。 











一次對全班教
一種策略

示範：運用放聲思考的
方式，向學生說明使用
策略的理由、時機和步

驟

師生共作：以示範的方
式，帶領全班實際練習

一次

小組合作學習：以學生
小組、配對或個別的方
式，進行閱讀策略的練

習與討論

學生獨立練習並回顧：
學生發表並回顧應用閱
讀策略後的益處或心得



選擇 訓練學生應用作筆記,劃重點，刪除不必要的訊息，保留重要的訊息。 

組織 針對所選擇的訊息，重新加以組織，形成一個連貫、相互連結的整體概念。 

亦即建立訊息間的內在連結（internal connections），要求學生解釋文章內容的因果

關係為何？概念間的關連為何？ 

統整 所謂的建立外在連結（external connections），整合新舊知識，教師可以要求學生

舉例，進行類比，或者自我解釋（self explaination）等。 



「直接提取」 

讀者找出文中清楚寫出的訊息 

「直接推論」 

連結文中兩項以上訊息 

● 找出與閱讀目標有關的訊息。 

● 找出特定觀點。 

● 搜尋字詞或句子的定義。 

● 指出故事的場景（例如時間、地點）。 

● 當文章明顯陳述出來時，找到主題句或主

旨。 

● 推論出某事件所導致的另一事件。 

● 在一串的論點後，歸納出重點。 

● 找出代名詞與主詞的關係。 

● 歸納文章的主旨。 

● 描述人物間的關係。 

 

「詮釋、整合觀點和訊息」 

讀者提取自己的知識以便連結 

文中未明顯表達的訊息 

「檢驗、評估內容、語言和文章的元素」批判

性考量文章中的訊息 

● 清楚分辨出文章整體訊息或主題。 

● 考慮文中人物可選擇的其他行動。 

● 比較及對照文章訊息。 

● 推測故事中的情緒或氣氛。 

● 詮釋文中訊息在真實世界的適用性。 

 

● 評估文章所描述的事件實際發生的可能

性。 

● 描述作者如何想出讓人出乎意料的結局。 

● 評斷文章中訊息的完整性。 

● 找出作者的觀點。 

 



激發和建立背景知識 好的讀者在閱讀時會聯結其恰當的背景知識。使用背景知識學習

新知識、與有興趣的事物或經驗相互連結。 

應用感官心像 將所有的五官知覺到的訊息視覺化。從閱讀、視聽和傾聽中獲得

喜悅與成長。 

預測和推論策略 好的讀者能藉由自己的背景知識，從內文的蛛絲馬跡找出作者隱

含的想法。一般而言，故事體的小說最能夠吸引讀者去推測。 

提問 透過提問掌握學生的閱讀理解。提問的焦點在於向文本或作者提

問。 

摘取重點 好的讀者懂得篩選出文中必要與不必要的資訊，將這些資訊加以

分析，最後能融入自己的想法。 



K-W-L 
協助學生將背景知識、舊經驗與新知識做連結的閱讀策略。」 

K代表「What I knew」我已知道些什麼？ 

W代表「What I want to know」我想知道些什麼？ 

L代表「What I learned」我學到些什麼？ 





教師在提問時的注意事項

● 即時思考並回應學生的需求或問題。

● 問題的解答永遠不要只有一個標準答案。

● 知道什麼是讀者不明白或反覆思考的問題，協助學生應用策略解除或澄清困惑。 

● 鼓勵讀者重新思考作者的主張，或整合同儕的意見。 

● 引導學生在文本中找出更多的訊息，若時間允許，要求學生更深的去探究未出現在文本中的訊息。

表層理解的問題 

（事實性的問題） 

文章裡有明示的問題與答案。老師的問題與答案出現在同一個句子

中，學生可以明確對照文本的字面意義找出答案。 

深層理解的問題 

（整合性的問題） 

需要整合文章內容的問題與答案。問題與答案皆源自於文章，但學生

必須統整文章前後或段落才能找到答案。 

與背景知識或經驗有

關的問題 

（詮釋性的問題） 

問題仍源自於文章，但學生必須整合先備知識或經驗才能找到答案。

亦即問題的敘述已超越文本內容，學生必須理解字裡行間的意義，提

出相關的知識，才能找出答案。 



初階 老師要在學生面前示範，自己如何產生問題。 

教師可根據書名、文章段落的標題或副標、穿插在段落間的圖片與圖片的下標說

明文字。教師拋出問題給學生，並慢慢將提問的策略轉移至學生，培養學生在閱

讀時能夠自問自答，幫助自己理解文章的能力。 

進階 深度的推論理解問題，主要在幫助老師和學生「填滿」和「挑出」存在於事實之

間的知識，表達他們對資料的想法和感受。 





學生會先講一

段或幾個段落

的故事

用他們已知的

資訊為基礎，

對故事內容進

行預測

最後，學生必

須尋找理由去

支持自己的預

測或推論

接著繼續講下

去，看看故事

會如何發展





鼓勵學童使用策略的方法
● 指導學童適當的策略(不要太難，也不要太簡單)

● 選擇一些明白可見且有價值的策略，並帶領學生認同其價值

● 創造成功使用策略的機會

● 持續、穩定地增進學生使用策略的進步

● 設立清楚的目標

● 給予學生特定的、清楚地且有結構的回饋

● 指導學生如何增強獲得成功





Co Teaching Strategies
http://youtu.be/TCn4qDyuZVE

Alternative Teaching
http://youtu.be/Q-xEPmd72RI













過程中，學校必須考量：

如何計算教師的授課鐘點，以利協同教學的落實？

如何改變教師各自為政的評量方式，以瞭解學生在資素養融入課程的整體學習成效？







主題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圖

書

館

利

用 

一 認識圖書館 認識圖書館的

位置、陳設與

閱覽的方法 

遵守圖書館的

各項規則 

參觀公共圖

書館 

參與圖書館的

各項活動 

認識各類型的

圖書館 

能介紹圖書館 

二 圖書的結構

與智慧財產

權 

認識圖書館的

書籍特徵 

認識圖書的結

構與功能 

了解圖書的

演變發展 

會做一本完整

的圖書 

認識智慧財產

權的基本觀念 

認識網路資源

的智慧財產權 

三 圖書的分類

編目和排架 

會使用書插 認識十大分類

和排架 

會選擇特定

類別的書籍 

認識索書號的

意義 

會運用索書號

並協助排架 

練習規劃小小

圖書館 

四 圖書的查詢

與借閱 

了解並學會借

還書的方法 

學會自助借還

書的方法 

會檢索校內

圖書館的館

藏目錄 

能運用校內圖

書館系統各項

功能 

會檢索鄰近公

共圖書館的館

藏目錄 

能綜合運用校

內外圖書館系

統功能 

五 認識參考工

具 

知道參考工具

書的位置和基

本特徵 

認識字典、百

科等參考工具 

會查詢數位

化字典、百科

全書 

認識其它各類

型的參考資源 

會使用各類型

參考工具 

會使用書目索

引等參考工具 

閱

讀 

素

養 

六 閱讀的策略 故事結構 圖像組織 預測與連結 提問 摘要 做筆記 

七 閱讀各類型

文本 

知道圖書館提

供各類型的圖

書(繪本、橋樑

書) 

認識各類型出

版品(雜誌、報

紙、橋樑書) 

學習如何閱

讀各類圖書

(科普書等) 

學習如何閱讀

各類圖書 (名

人傳記等) 

學習如何閱讀

各類圖書(小說

等) 

閱讀評論資料 

八 閱讀的呈現 學會說故事 能分享閱讀內

容 

能參與閱讀

討論 

以多元方式呈

現閱讀內容 

能剪輯整理資

料 

建立閱讀檔案 

資

訊

素

養 

九 多媒體與數

位資源 

認識多媒體的

種類與陳列 

會使用圖書館

的多媒體 

會使用電子

書 

會使用網路搜

尋引擎 

會查詢資料庫 能運用各種資

源完成報告 

十 資訊利用 能發現並表達

問題 

能溝通並討論

問題並產生探

索的興趣 

能定義問題

並能尋找解

決問題的策

略 

能使用資訊並

遵守著作權 

能統整與評估

資訊 

會使用參考資

料並註明資料

來源以進行專

題研究 



設計者：龔冰蕾 

綱要編號 資 10-6 綱要構面 資訊素養 

主題 資訊利用 授課年級 六年級 

年級主題 
會使用參考資料並註明資料來源

以進行專題研究 
教學者  

教學時間 480-560 分鐘（12-14 節） 活動人數  

活動場地 教室、圖書館、電腦教室 

教學資源 PPT、單槍、螢幕、實物投影機、學習單：「KW 表」、「KWL 表」、「筆記方

格表」 



教 

 

學 

 

研 

 

究 

一、教材分析：  
(一)設計理念：延續五年級會評估資訊統整資訊；了解一手資料和二手資料的區
別；知道註明不同資料來源必須紀錄哪些不同的資料細節之後。六年級要加強的
是整體探究能力的綜合應用和熟練。利用個人的「專題研究」來進行無鷹架全陪
伴的 Big6 自學歷程，也鼓勵孩子透過專題來解決生活上遇到的問題，讓自己因
為擁有自主學習的能力而更有行動力。 

(二)教學重點： 

1. 主題探究的學習任務開跑之前，先介紹 Big6 的六步驟。 

2. 每個人找到自己想探索的主題或想解決的問題。 

3. 依照 Big6 的步驟訂定專題研究進度檢核表進行探索。 

4. 畫出一個簡單的概念圖來幫助自己擬定研究的方向和內容；或釐清問題相關的

背景和原因，以及解決問題要處理的是哪些細節。 

5. 透過各種管道：直接體驗、訪問專家、書籍、期刊報紙、網路、訪問…等蒐集

資料找出答案。 

6. 利用「5W1H」、「畫畫排說寫」、比較表…等方法來摘要改寫查到的重點。 

7. 要求孩子必須養成註明資料來源的好習慣，最好能參照引註格式的範例書寫。

除了書籍，也要明白期刊、報紙、訪問也有不同的資料細節要紀錄。 

8. 探索的過程中，使用「筆記方格表」和「KWL 表」配合定義問題時的「概念

圖」來統整與評估資訊。 

9. 根據「修正後的概念圖」做為產出成果時的大綱。 

10. 輪流上台報告自己的探究成果。（自評與互評） 

11. 針對整個探究歷程（Big6）做回顧檢討和反省。 

 (三)注意事項：
 1.

 
Big6（大六模式）它不但是一個循環：第一個探究走到評估時，往往引出下一

個可以探究的相關主題，開啟另一個 Big6 的歷程。此外每一個步驟也不是線性的

單向道，在不同步驟上隨時都有可能，因需要而回到先前的步驟再釐清。老師在

帶領這個過程時，可以在學習單的角落上，註明目前的工作所在的步驟；也可以

用一張大海報標示出六步驟，在探究時隨時指出，目前的工作是在哪一個步驟。

孩子們不需要背誦步驟，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任務鍛鍊下熟悉內化了這個歷程。

主題探究的模式非常多，叫什麼名稱、分幾步驟都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

有效協助孩子經驗自主學習的過程，享受其中的樂趣。
 



2. 主題的產生需要較多的個別討論和協助，特別是範圍的放大和縮小，孩子需要

經驗多次的修改才能體會。

3. 每個孩子的能力不同，只要在自己的能力上有自主學習精神，進行簡單的探索

歷程都非常好，千萬別拿成果來比較，會重挫孩子的信心，每一個孩子都很獨特

，都能有一份成果可以跟老師同學分享。

能  力  指  標 教  學  目  標 

[語]3-3-3-4 能利用電子科技，統整訊息的內

容，作詳細報告。 

[語] 5-3-10-1 能夠思考和批判文章的內容。 

[語]5-3-6-2 能熟練利用工具書，養成自我解

決問題的能力。 

[資] 5-3-5 能認識網路資源的合理使用原

則。 
[資] 4-3-1 能應用網路的資訊解決問題。[綜] 
1-3-3 探究自我學習的方法，並發展自己的
興趣與專長。 

 

1. 能綜合運用工具「概念圖」、「比較表」、「筆 
記方格表」和「KWL 表」來協助自主學習與探究。 
2. 能有步驟有方法的進行自主學習。 
3. 會使用參考資料並註明資料來源。不同資料來 
源時，確實紀錄不同的資料細節。 











利用玻璃窗，營造大空

間的視覺效果。不僅讓

人覺得空間放大，心情

也會比較開闊喔。



這不是書架上的書，

他是貨真價實的「名

著隔牆」！運用名著

的形象所建成的隔牆，

讓空間更加活潑有趣。



繽紛的色彩吸引兒童，

色塊地毯展現如同遊戲

般的樂趣。

運用活潑的顏色裝飾戶

外閱讀區，吸引兒童坐

下來閱讀。



視聽資料區，可以舒服

地躺在沙發上，欣賞音

樂或閱讀書報。

數位時代，圖書館須提

供妥善的資訊環境。





特大書籍獨立一區陳列，

小朋友可以很容易地找

到大開本書籍。









總類 

（000-099） 

人類所有的知識皆包括於此。 

如：百科、一般雜誌、圖書館學等。 

哲學類 

（100-199） 
東西方哲學、美學、倫理學，還有心理學都屬哲學的範圍內。 

宗教類 

（200-299） 

探討人類各種信仰，如佛教、回教、基督教、猶太教、日本教、

婆羅門教和傳統宗教都能在此類找到。 

神話、迷信、占卜和禁忌等。 

自然科學類 

（300-399） 

自然界各種現象、理論及基礎科學都歸入自然科學類。 

如數學、化學、物理、生物、植物學或人類學、地質學與電腦

等。 

應用科學類 

（400-499） 

應用自然科學類來改善生活之學科。 

如醫藥、農業、工程等。 

社會科學類 

（500-599） 

研究社會現象，發現因果關係的各學門。 

如社會、政治、教育、統計學、軍事、經濟等。 

史地類 

（600-799） 

一般史地。 

包括人類全體的發展記錄。 

語文類 

（800-899） 

人類的語言和文學的圖書資料，如字辭典以及世界各國之文學。 

包含詩、詞、歌、賦、小說、散文、日記、評論等。 

藝術類

（900-999） 
包含繪畫、書法、音樂、舞蹈、建築等，還有遊戲和休閒。 



兒童文學分類原則(呂瑞蓮提供)： 

● 原則一、所有的繪本都放在 815.9；如果是成套的兒童文學內含中外故事者，統一

放在 813.87。 

● 原則二、有關中國/台灣的兒童故事或童話，859.3~859.9。 

● 原則三、日本文學應放在 861，日本兒童文學應放在 861.59。 

● 原則四、亞森羅蘋系列的偵探小說，放在 876.57 

● 原則五、福爾摩斯應放在 872.57 

● 原則六、英國的兒童文學則放 872.59。其中，分類號尾數的 57 或 59 是取中文 800

類之 857→小說，859→兒童文學。 

● 原則七、英文繪本分類原則：分類號為 F 







時代號 

年
代 

先秦 
秦漢 
三國 

晉南 
北朝 

隋唐 
五代 

宋遼 
金元 

明代 
明清 
近代 

明清、近
代民

國、現代 

世

紀 
古希臘 古羅馬 中世紀 近代 17世紀 18世紀 19世紀 20 世紀 

代

號 
1 2 3 4 5 6 7 8 

首尾五筆檢字法  

名稱 點 橫 豎 撇 捺 

筆法 、 ー | ノ ∖ 

代號 1 2 3 4 5 

 





一般資料  視聽資料 

R→參考書  A→聽覺資料  

J→兒童用 AC→卡式錄音帶   

T→教師用書  AP→音樂 CD片   

DF→電腦檔 V→視覺資料 

P→期刊  VC→卡式錄影帶  

G→政府出版品  VD→影音光碟片   



甲、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題名主要根據書名頁，若無書名頁則參考版
權頁、封面取得，著者敘述包括「著者名稱」
及「著作方式」（著、編、譯、繪、註）。 

乙、版本項 初版、再版、第二版、增訂再版 

丙、資料特殊細節項 
適用於連續性出版品、地圖資料、樂譜、電
腦檔。 

丁、出版項 出版地、出版者與出版年。 

戊、稽核項 數量單位、高廣、尺寸、插圖與附件。 

己、集叢項 集叢名和附屬集叢名。 

庚、附註項 
解說題名、著者、版本、出版、稽核、集叢
各項未能詳盡的資料。 

辛、標準號碼及其他必要記載項 國際標準號碼、獲得方式、裝訂方式。 







小叮嚀  

● 閱覽規則：內容規定服務的對象、不可外借圖書、可借出的圖書量、

借出的時段、借出的期限、續借的次數、違規的罰則、賠償辦法等。  

● 不可外借圖書：館內的工具書、巡迴書箱的樣書、雜誌（期刊）及報

紙、以及視聽多媒體資料（錄音帶、錄影帶、DVD 等）。  



書目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全國新書資訊網等。

索引與摘要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全國報紙資訊系統、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教育論文摘要等。

字典、辭典
重編國語辭典、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
成語典、林語堂當代漢英辭典等。

百科全書 智慧藏百科全書、臺灣大百科全書等。

傳記參考資料
當代文學史料影像全文系、科學名人堂、
台灣前輩美術家等。

地理參考資料
電子地圖服務網、火車時刻表查詢、臺灣高鐵、交通部
觀光局、中央氣象局、台灣國家公園等。

年鑑、年表、曆譜
中華民國科學技術年鑑、中國歷史年表、戰後臺灣歷史
年表、中國歷代年號索引表、萬年曆等。

名錄、指南 各級學校名錄、社會公益團體名等。

手冊、便覽 世界各國及地區貨幣名稱表、結婚手冊、單位換算表等。

統計資料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法規
行政院衛生署衛生法令查詢系統、交通法規、政府公
報資訊網等。

政府出版品 中華民國政府出版品目錄。

其他
各縣市圖書館提供的數位資源，例如：
台灣魚類學習知識庫、台灣百年時空歷史知識庫、台灣
古蹟學習知識庫、國際運動競賽動畫專輯等。



資源名稱：圓夢繪本資料庫---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網址：http://storybook.ntl.gov.tw/ 
說明：

資源名稱：格林繪本網 
網址：http://www.grimmpress.com.tw/
說明：由格林文化規劃成立，內容包括繪本講堂、繪本學習單、繪本知識家、動

感書本等單元。  

資源名稱：文化部兒童文化館 
網址：http://children.moc.gov.tw/home.php
說明：內容包括主題閱讀區、繪本花園、我的塗鴉簿、文化小學堂、教學教案分

享、獲獎好書等單元，提供電子報訂閱服務，並有主題動畫選書，提供圖書部分

內容的動畫欣賞。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給所有在學學生一個可以完成夢想的機會，收錄學

生經過完整的學期繪本課程之創作作品，進行數位加值及數位典藏，讓這些學

生的作品可以被全世界的人看見。

資源名稱：TumbleBooks--eBooks for eKids! 
網址：http://www.tumblebooks.com/library/asp/home_tumblebooks.asp
說明：            TmbleBooks為加拿大知名的電子書商，互動式教學內容生動有趣。不

但是真人正統美語發音，也有活潑的動畫，讓小朋友可以快樂學英文。超過

200 本趣味英文繪本，內容由淺至深，並提供三種外國語言唷。





   書香學士獎  書香碩士獎  書香博士獎  閱讀達人  

閱讀館藏數  

（本）  

20 本  50 本  100 本  300 本  

獎狀  V  V  V  V  

獎品     V  V  V  

拍照        與校長、級任老

師合影留念  

與校長、級任老

師合影留念  

說明  經級任老師、家

長或圖書館志工

媽媽簽章  

經級任老師、家

長或圖書館志工

媽媽簽章  

經級任老師、家

長或圖書館志工

媽媽簽章  

至圖書館加蓋  

「閱讀達人」印

章  

卡別  普卡  金卡  白金卡  

借閱冊數（本）  2 本  4 本  6 本  

借閱期限（天）  7 天  14 天  21 天  

升級標準  借閱達 50 本 

升級金卡  

借閱達 100 本 

升級白金卡  

x  

說明  入學即給予普卡        



方法舉例  說明  

舉辦演講、說故事比賽  透過四、五分鐘的演講及說故事培養兒童膽量

及說故事技巧、激發兒童語文潛力及展現自我

之機會  

舉辦閱讀進修研習  舉辦研習讓家長了解如何篩選兒童讀物，以及

舉辦教師研習指導圖書教師閱讀策略之技巧  

方法舉例  說明  

布置”數位學習專區”  提供電腦讓學生能夠利用線上資源找尋作業

答案及作業的列印  

舉辦有獎徵答活動  由圖書教師依照低、中、高年級分組公布題目

於佈告欄讓小朋友進行答題  

“圖書角”布置活動  陳列相關之主題書籍（主題可自訂）讓學生借

閱，提供學生閱讀空間  



方法舉例  說明  

於佈告欄張貼內容  A.每日新聞  

B.各項規則  

C.張貼圖畫書新書書衣  

D.有獎徵答題目及解答  

E.各項排行榜（閱讀、借閱、學生票選最喜愛的讀本）  

F.學生撰寫的新書推薦心得  

G.各項活動海報  

H.布告張貼時注意：有意義、美觀、合乎時宜、吸引注

意力、時常更換等原則。  

新書展示與主題書展  A.佈置新書展示區及主題書展區，展示兩週後即可開放

借閱。  

B.將新書分為低、中、高年段三類，再依年段安排班級

閱讀新書，學生可先睹為快。  

C.設計新書推薦單推廣新書，鼓勵閱讀後的學生就其觀

點撰寫，增加學生參與率，提升學生寫作能力。  

D.張貼新書推薦單於圖書室外以及大門穿堂，供其他學

生欣賞。  

與作家有約  邀請少年或兒童文學作家蒞校舉辦專題演講，分享創作

經驗及作品靈感來源， 讓學生一賭作家的風采，並更

加了解圖書探討的主題，從中感受閱讀的樂趣。  



方法舉例  說明  

配合校慶、節慶展演  辦理各項閱讀成果展覽活動，鼓勵家長師生及

社區人士參與、欣賞、觀摩  







節次 一 二 三 四 五 

1 403 402 605 505 405 

2 101 205 202 104 303 

3 203 102 301 204 201 

4 304 305 103 302 105 

午休時間 

5 404 504 

教師研習 

601 502 

6 603 401 503 604 

7 501 602   

































圖書教師與班級老師於暑假規畫資訊素養融入課程的活動、進度及評量方式。 

1 

班級老師首先介紹「台灣老照片數位博物館」網站，帶領學生瞭解「一張寶

貴的歷史圖像，勝於一切文字」的概念，文字可以改編，但圖像中的歷史是

無可改變的事實，它能豐富地表達人間百態。 

 

2 



 

3 

 

4 

以 5W1H（when, where, what, 

why, who, how）引導學生思考

要訪談的問題，以更瞭解這張照

片的歷史。 

將訪談的結果紀錄在學習單

上，以整理成一個完整的故事。 

班級教師 學生 

教師們引導學生仔細閱讀照片中的內容，再思考以人或事為故事主

軸來撰寫至少 200 字的故事。 

 

講解圖像構圖的原則，幫助學

生具備選擇或拍攝照片的素

養，並且複習 Big6 模式的六個

步驟。 

 

思考要解決這個主題探索需要

什麼策略。 

根據自身家庭狀況，尋找從日

治時代起的老照片或自己拍攝

的照片，並擬定訪談的對象和

問題或其它可能的資料來源。 

圖書教師 學生 



圖書教師提供找尋照片或撰寫故事有困難的學生，學校圖書館有關台灣歷

史紀錄的書籍，置於教室供學生查詢使用。 

若學生尋獲的照片是較珍貴，無法直接貼在圖畫紙上時，圖書教師協助學

生將照片掃描、列印，讓學生用來與撰寫的故事搭配。 

5 

 
學生在八開圖畫紙上完成圖文並茂的照片故事，並在成品中標示出參

考資料和照片的出處，加上富有創意的標題或美工。 

6 



兩位老師一起設計口頭報告的評量表，並對評量標準達成共識。 

 

7 

 

8 
教師 學生 

準備實物投影機、單槍、麥克

風等設備。 

 

完成作品，按照老照片作品的

年代順序上台報告他們的故

事。報告的學生要回答別人的

提問。 

 

兩位老師引導學生思考老照片故事與課本內容的相關性，並請學生反省整

個探究的過程。 

 

9 



 將老照片故事作品，依時代順序布置成時光隧道，加上時代背景的說

明，讓學生於課餘時間自由參觀時光隧道，並且在班網上發表心得。 

10 







圖書館素養 圖像媒體素養 

認識圖書館 

知道良好的閱覽習慣 

愛護公共書籍 

知道資源的分類 

知道圖書館內有非書資料 

愛護各類非書資料 

知道圖書館內有參考工具書 

根據書名和目次頁找出可能合用的資訊 

認識節目類型 

認識節目分級 

認識公共電視 

養成良好的收視習慣 

知道動畫的形式與簡易原理 

圖書館素養 圖像媒體素養 

說出書籍或文章中重要的內容 

畫出和寫出書籍或文章中重要的內容 

認識朗讀和默讀 

根據線索預測書籍或文章中的內容 

對閱讀的書籍或文章提出不懂的問題 

瞭解書籍或文章中標題與圖的功能 

檢視卡通對自己的影響 

運用觀察力描繪物體的特徵 



圖書館素養 圖像媒體素養 

知道資料剪輯的基本方法 製作校園生物海報並發表 



圖書館素養 圖像媒體素養 

認識圖書館的各區設施 

養成良好使用圖書館的習慣 

認識書籍的裝訂和形式 

認識期刊 

知道中國圖書分類法的十大類口訣 

認識十色書標 

認識圖書館簡易架號 

認識字辭典 

根據文章和書籍標題找出可能合用的資訊 

認識簡易地圖標誌 

認識電視節目製作簡易流程

和秘密 

認識兒童報紙版面 



圖書館素養 圖像媒體素養 

認識略讀和精讀 

找出書籍或文章的關鍵字詞與重點 

比較書籍或文章內容的異同 

對書籍或文章中不懂的問題會找出答案 

找出作者撰寫文章的想法 

知道事實與意見之不同 

檢視廣告對自己的影響 

覺知卡通中的暴力文本 

運用視覺藝術創作方式，表達自

己的想法 

圖書館素養 圖像媒體素養 

瞭解資料剪輯的分類方法 製作摺頁書並發表 

製作 QA書並發表 



圖書館素養 圖像媒體素養 電腦網路素養 

認識圖書館自動化檢索系統 

認識書籍的結構和內容 

認識好書 

認識中國圖書分類法的重要

細目 

認識書碼的意義和功能 

知道資源排架的方法和位置 

認識圖鑑和百科全書 

根據標題熟練地找出可能合

用的資訊 

覺知構圖的意義和功

能 

認識廣告的拍攝手法 

認識視聽器材 

認識時事剪輯 

養成良好的電腦使用習

慣 

知道電腦在生活上的應

用 

認識電腦及其週邊設備 

操作電腦視窗環境及中

英文輸入法 

認識電腦檔案的建立和

儲存 

認識網際網路 



圖書館素養 圖像媒體素養 

會做筆記 

寫出文章的摘要 

對於書籍或文章提出推論和自己的看法 

分辨事實與意見之不同 

寫出資料出處 

瞭解書籍或文章中表的功能 

瞭解圖表傳達的意義 

瞭解新聞呈現部份真實 

瞭解靈異、武俠和綜藝節目的真

面目 

圖書館素養 圖像媒體素養 電腦網路素養 

比較統整多篇文章的異

同 

撰寫單篇主題文章 

撰寫三段式作文或製

作主題壁報並發表 

應用文書處理軟體基本功

能 

應用繪圖軟體 



圖書館素養 圖像媒體素養 電腦網路素養 

認識與利用不同種類的圖書館 

學習擔任圖書館小志工的職務 

使用書碼 

使用參考工具書 

瞭解構圖的基本類型

和效果 

訪問相關人物以取得

需要的資訊 

管理電腦檔案 

在老師的引導下，使用搜

尋引擎關鍵字查詢 

認識電子資料庫 

認識網路資源在生活上

的應用 

認識網路安全 



圖書館素養 圖像媒體素養 電腦網路素養 

使用筆記方格表 

摘要改寫單篇文章 

找出文章中的證據及重要觀點 

完整寫出各項資料出處 

瞭解圖片傳達的意義 

覺知商人置入性行銷的手法 

瞭解媒體呈現中的刻板印象 

認識網路智慧財

產權 

圖書館素養 圖像媒體素養 電腦網路素養 

製作書籍並發表 

撰寫水族箱企畫書並發

表 

製作公益廣告並發

表 

應用文書處理軟體中階功能製作

專題報導並發表 

應用影像處理軟體初階功能製作

平面公益廣告發表 

應用簡報軟體製作古蹟解說簡報

並發表 



圖書館素養 圖像媒體素養 電腦網路素養 

認識與利用不同種

類的社會資源 

應用參考工具書以

取得適當的資源 

瞭解不同的構圖類型和

效果 

使用相關器材以獲取圖

像媒體 

瞭解公共電視存在的價

值 

認識新聞多元的來源與

種類 

熟練地使用搜尋引擎各種

查尋資料的方法 

認識網路禮儀和倫理 



圖書館素養 圖像媒體素養 電腦網路素養 

摘要改寫文章或書籍並嘗試

提出評論 

找出資訊中的證據及重要觀

點 

認識民意調查的真實性 

瞭解偶像劇的製作和行銷手

法 

檢視流行風潮對自己的影響 

察覺網路遊戲

對自己的影響 

認識網路沉迷 

察覺網路交友

對自己的影響 

圖書館素養 圖像媒體素

養 

電腦網路素養 

撰寫老照片故事

並發表 

製作廣播劇

並發表 

撰寫新聞採

訪稿並發表 

應用簡報軟體製作電子書並發表 

應用試算軟體繪製統計圖表 

應用聲音處理軟體製作廣播劇並發表 

應用影像處理軟體中階功能修改電子書影

像 

應用網頁製作軟體或部落格製作校園新聞

並發表 



圖書館素養 圖像媒體素養 電腦網路素養 

取得適當的圖書館

相關資源 

取得適當的圖像媒體資

源 

取得適當的網路資源 



圖書館素養 圖像媒體素養 電腦網路素養 

摘要改寫文章或書籍並

提出評論 

應用圖像媒體資源並提

出評論 

摘要改寫網路資源並提

出評論 

圖書館素養 電腦網路素養 

撰寫完整的辯論論點並發表 

撰寫獨立研究報告並發表 

應用文書處理軟體高階功能製作獨立研究

報告並發表 

應用電腦軟體以有系統地組織辯論需要的

各類資訊 

應用多媒體軟體製作畢業光碟並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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