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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鏡香港，創造台灣品牌 

香港閱讀教育的經營與管理 

李秉諺 

苗栗縣僑成國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 

台灣自 98 年度實驗性的設立圖書教師以來，國小閱讀教育在這群熱心教師推廣

下日益蓬勃發展。從國際數據來看，台灣參與「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也就是所謂

的 PIRLS(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自 2006 年的二十二

名到 2011 年提升至第七名，其中進步幅度之大的確展現出我們閱讀教育的成效。然

則，於海的彼岸，香港，2006 年獲全球第二名，2011 年更拔升至全球首位，優異的

閱讀表現震驚台灣教育界。全球激烈的競爭下，是怎樣的運作讓「香港品牌」如此亮

眼？我們又該如何建立獨具的「台灣品牌」？本文試圖從經營與管理角度敘述香港閱

讀教育成功的因素，以及身為台灣圖推教師的省思與想法。 

一、 多元經營 

學校的經營需要根據學校願景與目標、社會潮流與自身條件而定。綜觀所參訪的

五所學校，皆有明確辦學宗旨，各科組間依據學校願景或理念設計閱讀課程，並進行

閱讀統整，以符合當今香港政府所設立的目標：提高學生「三言兩語」的能力，以及

「從閱讀中學習」；學校規劃各項校級推廣活動，落實校本學習主軸；鼓勵學生參與校

內外競賽與計畫，激發內部學習動力。提供多元的選擇，讓閱讀教育站穩經營的第一

步。 

科組合作，創造 1+1 >2 的力量 

就課程而言，香港學校將課程劃分為八個學習領域，包含中國語文教育，英國語

文教育，數學教育，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科學教育，科技教育，藝術教育和體

育。閱讀課程雖多列入中文或是英文課程當中，但是各科組教師會依據課程需求進行

課程合作，並由圖書館主任提供教學協助。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弘道)李亮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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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身為圖書館主任，需主動與科主席一起探討合作機會，一起商討來年發展方向、

計劃除扮演支援教學外，圖書館也進行圖書技能與閱讀策略等課程，並應用於各科教

學中。」 

以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人生教育課為例，圖書館主動參與各科組會議，依據校本

「無花果品德教育」掌握科組發展重點並與科主席討論合作空間，圖書館予以提供意

見、書單、可行方法，再分工執行，並由導師進行書籍導讀。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弘

道)與秀茂坪天主教小學的作法則是於學期初，圖書館主導閱讀課程並進行教學，各科

再予以配合。弘立書院則是各科組先縱向發展，提出需求，圖書館則做橫向連結提供

支援或豐富等的作用。由此可知，香港小學在閱讀課程中，圖書館不僅為提供相關支

援功能外，也擔負閱讀教學重要責任，而科組間的課程統整與合作已為常態。這樣的

模式除了將各科組納入閱讀推廣的一員外，更創造出 1+1>2 的教學力量。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推薦書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英語科會議 

閱讀推動活動可視為課堂學習外的延伸學習，不僅能延續孩童學習興趣，更

將閱讀浪潮推向家長，間接引入家長資源。為了順利推廣學校閱讀活動，香港小

學展現「宣傳」的高效能，清楚的讓親師生了解學校舉辦的活動。弘立書院教師

利用軟體自製活動與課程宣傳影片；油麻地天主教小學以學生擔任圖書館導覽；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除讓學生擔任領袖生，並利用社團時間與廣播設備製作活動影

片，動態影片與學生導向的宣傳方式著實吸睛。 

活動單與學校手冊提供更完整的紙本說明。油麻地天主教小學依據低、中、

高三個學習階段分別編輯學生《成長手冊》，秀茂坪天主教小學則有低、中、高三

種《閱讀獎勵紀錄冊》，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則有配合世界閱讀日推出了《活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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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三本手冊的共同亮點是清楚明列出閱讀活動外，並將家長列入閱讀教育當然

協助者，至此，親、師、生都動起來了。 

參訪學校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手冊名稱 成長手冊 活動手冊 閱讀獎勵紀錄冊 

活動時間 全年度 4/11-4/22 全年度 

說明 1. 校本全方位手冊：包

含宗教、品德、健康

校園、家庭運動、閱

讀、全方位活動。 

2. 閱讀單元：包含校內

外中英閱讀紀錄、中

英文朗讀紀錄、家長

推薦書目、閱讀活動

檢閱。 

1. 圖書對對碰 

2. 主題閱讀-關愛、雨果 

3. 好書分享 

4. 親子導賞小精兵 

5. 親子繪畫比賽 

6. Storytime 

7. 小書墟 

註：配合世界閱讀日 

1. 閱讀計畫 

2. 閱讀紀錄 

3. 家長須知 

實施對象 親、師、生 親、師、生 親、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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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競賽與計畫，是資源也是動力 

香港經貿繁盛，因此有許多公私立的單位提供獎金並舉辦各式各樣的計畫與活

動。例如：閱讀獎勵計畫、東亞銀行親子閱讀獎勵計畫、麥當勞叔叔慈善之家「讀樂

樂顯愛心」籌計畫、世界閱讀日徵文比賽、新地齊讀好書計劃、可藝（中學）親子閱

讀獎勵計劃、香港大學閱讀大挑戰。其中，香港大學閱讀大挑戰(Reading Battle)，類

似台中市推動校園閱讀線上認證系統，提供孩子閱讀書單，並於閱讀完後進行線上檢

測。此計畫結合常態、線上、檢測等元素，更能推廣到香港普羅學生。對學校而言，

參與校內外競賽與計畫，不僅能激發學生內部學習動力，更能增廣學生見識、驗證自

我能力，同時，外部資源也因此引進。 

二、 有效管理 

在閱讀推廣的過程中，當香港小學面臨著閱讀教育困境，他們運用學校組織，建

立校本課程或閱讀綱要，並營造出合適的閱讀環境，讓人、課程與環境在有效的管理

與安排下，安然走出一條學校的路。 

在其位，謀其職，是專業也是責任 

自 1998 年起香港於小學階段設立專任圖書館主任一職，依據香港教育局圖書館

主任職責說明，圖書館主任需幫助學生善用圖書館資源，促使他們學會學習，與其他

教師協作。此外，就校本課程的重心，共同策畫教學和豐富圖書館的資源。由於教育

局對於其職責有非常明確的規定與說明，對擔任此職務的教師，在其位而謀其職，更

能清楚了解自己在學校所扮演的角色。部分學校也會申請特別經費聘任非常設人員，

讓圖書館編制更加完善，例如此次參訪的油麻地天主教小學，便有申請「駐校作家」

協助圖書館相關課程。 

香港圖書館主任皆需接受長達兩年的專長訓練，且皆需教授「圖書課」，對學校在

規劃閱讀課程上有絕對性的專業；與幾位圖書主任對談後，對其專業度與展現出的責

任感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許正是「教育專業」與「專任編制」讓香港的閱推之路走得

更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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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閱讀，聚焦學習 

學習最怕失焦，如花火般四射，燦爛過後徒留看不見的煙硝味。香港小學校本閱

讀綱要和課程也是此次行程中令人驚喜的部分。綜觀各校，除針對 1-6 年級編有圖書

資訊利用課程外，還配合學校特色設計校本或是主題式教學，讓孩子在圖資課程培養

基礎能力，並應用於校本課程，聚焦學習。例如油麻地天主教小學與秀茂坪天主教小

學配合的公義、真理、愛德、生命、家庭；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的自律、勤學、關

愛、堅毅、承擔、誠信；五邑鄒振猷小學的跨課程主題學習 HALM(人文、藝術、語

文、品德)。 

五邑鄒振猷小學除將學習聚焦外，連教材也列入管理的範疇。鄭麗娟副校長花費

兩年時間彙整並編輯中文科教材，其中包含單元閱讀教材、專題教材與創意文學教

材，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學習之處。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校本主題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校本主題 

巧思處處，各異其趣 

    香港小學圖書館空間的狹小，除源自於香港地小人稠，校地侷限外，一般學校規

畫之初並未有中央圖書館的概念，也因此，除了屬於較後期所蓋的弘立書院外，其餘

四所學校的圖書館明顯較台灣小學的小很多。 

    正如黃小芬主任說：「我們是小而美的圖書館。」的確，走古典英倫風的英皇書院

同學會小學，營造出太空探險的油麻地天主教小學，以色彩點亮圖書館的五邑鄒振猷

小學，簡單、舒適的秀茂坪天主教小學，他們都從「小」中走出自己獨到的「美」。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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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小學不囿於先天限制，他們充分使用每個角落與空間。有的將櫃子增建至天花板，

還需架梯爬高搬運；有的善用角落空間，擺設短書櫃；有的設置直立式平板架，增加

擺放量。無論哪種方式，書籍呈現與資源取得都標示得很清楚，減少孩子尋找資料的

時間。 

    若以弘立書院圖書館的「大」，則又是另一番規畫。圖書館位於校門口左手處，大

片落地窗沿著牆邊圓弧畫了一道美麗的圓弧。一入圖書館門口，迎面而來就是三面高

飛的風箏，圖書館內規畫出許多學習、休憩區域，各式裝飾帶出圖書館悠閒卻又不失

活潑的氣息。圖書館中所有的擺設都是移動式，替圖書館空間運用增添許多彈性。 

    整體而言，香港小學圖書館著重於「支援學習」，並從小處呈現其巧思；在空間的

規畫強調各區域的「功能性」，自然將人潮因需求而分流。至於外在主題設計，則端看

主導者或是學校風格，與課程無絕對的關連性。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圖書館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圖書館 

攝影：江福佑老師 

  

五邑鄒振猷小學圖書館 弘立書院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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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灣閱讀教育的省思 

慶幸還是警訊 

四天五校的衝擊依舊存在，衝擊的不是連續參訪帶來思考的勞累，而是發現在台

灣默默深根的閱讀教育與香港所謂閱讀標竿學校，我們在「經營」與「管理」的模式

差別其實並不大，深深吸了口氣，該是慶幸。然而，同樣「作法」下，又是什麼原因

讓我們彼此無法拉近距離呢？ 

我看到的是香港「群體的力量」，是一份身為教師專業上的理所當然，是一種身為

教師該有的「群體熱情」。當大部分的熱情消失，依樣畫葫蘆的只剩被動的軀殼，而不

是主動的靈魂。這是個警訊，台灣的教師們不該單打獨鬥……。 

多元經營，創造閱讀教育的可能性 

擔任圖書推動教師是幸福的，能在台灣閱讀教育中奉獻一己之力。然而，幾年摸

索下，發現，近年來，為了提升孩童閱讀興趣，台灣小學閱讀活動的多樣性有目共

睹，孩子卻也在一個又一個華麗包裝的閱讀活動餵養下逐漸被慣壞。我們是否該「閱

讀轉型」，在多元活動中回歸至培養閱讀「應用能力」，從閱讀中學習？此次參訪後，

深感學校願景、課程、活動該是相互貫串，藉由教師間的共同備課「深化」校本閱讀

課程；經由親子間的共同學習「延伸」閱讀觸角，創造閱讀教育更多元的可能性。 

有效管理，以專業與制度創造「台灣品牌」 

有效的管理根於完善的規劃，完善的規劃源自於專業的素養。學校的閱讀教育管

理除建立在教師專業素養上，完善的制度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以教師專業素養而言，與香港圖書館主任必須接受兩年專業訓練，平時也會不定

期參與相關進修與協會活動；台灣圖推教師較具「素人明星」特質，學校往往推派業

務相關或是對閱讀充滿熱情的教師擔任，每年僅接受初階、進階研習等共計六天研

習，培訓方面明顯趨於劣勢。因此，在閱讀教育管理與課程設計敏感度較弱，閱讀教

育容易流於單一或是系列活動型的推廣，而不在架構學校整體閱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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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組織制度而言，目前台灣圖推教師的編制為一般教師，雖然部分為組長兼任，

但在學校資源掌握與人力的運用下卻無法獲得更有效的發揮。依據《圖書教師手冊》，

圖書教師的角色與任務是教師、教學夥伴、資訊專家與行政管理者，也就是說，圖書

教師必須規劃、統籌並帶領教師推動全校的閱讀教育。以一般教師編制，所面臨的阻

力勢必較香港來的大。如何讓圖推教師能發揮更大的效益，替「台灣品牌」加分，這

的確是令人深思。 

閱讀推廣這條路，台灣與香港或許必須面對各自內部不同的難題，但我們卻不得

不面臨相同的國際競爭。在多元經營與有效管理的模式下，台灣的優勢在「創意」，獨

具巧思的課程設計若能在專業素養與更適切編制的支持下，相信會是台灣品牌的一大

亮點。就讓台灣與香港彼此共好，閃耀海峽的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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