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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香港小學圖書館參訪見聞 

宜蘭縣順安國小 圖書教師 邱怡雯 

    107 年充滿光輝的 10 月天，昭珍老師率領香港小學圖書館參訪團，展開馬不停

蹄的參訪之旅。本次四天三夜的行程，讓我有機會造訪「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英華小學」、「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私立弘立書院小學部」、「中華基督教會協

和小學」和「油麻地天主教小學」六所小學，一間接著一間學校的參訪，讓我看到

了香港小學對閱讀教育是如此重視，以圖書館中心，協助學科學習，推廣學校閱

讀，提升學生閱讀能力與閱讀興趣。以下就參訪前自我規畫學習與觀摩重點做說

明。 

1. 圖書館的空間規劃與布置 

(1) 善用圖書館的每個角落 

    在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圖書館的空間雖然只有兩間教室大，但每個角落充分

運用。除此之外，每本書都精心地穿上書套，避免書籍的損壞。在有限的資源，仍

然開創圖書館使用的最大效益，著實令人佩服。 

(2) 獨立豐富的英文圖書館 

    英華小學有著美輪美奐的圖書館空間，寬敞的空間，書架上陳列著許多學生的

閱讀作品。學校打造處處可閱讀的閱讀環境，校園中每個角落都是閱讀的材料。參

訪時，一位貴賓搭配一位導覽大使，每位大使自己思考所要介紹的內容，也因為校

園中每個場域都有孩子學習成長的足跡，處處充滿孩子成長的故事，孩子們介紹起

來特有感覺，每位大使都能頭頭是道。而圖書館內的作家牆張貼了學生們畫作家們

的圖像，藉由這面牆可以讓學生記得哪些作家曾來過英華小學。除了中文圖書館

外，英華小學還有一間英文圖書館，學生在圖書館內可選擇完成不同任務，也因為

豐富充足的英文館藏，讓許多孩子每年英文圖書的閱讀量高達 50 本以上。 

(3) 圖書館空間大功能性強 

    私立弘立書院小學部的圖書館擁有館藏高達十三萬冊，如此驚人的館藏需仰賴

龐大陣容的圖書館人員共同協助。小學部學生 1200 位學生 但圖書館讀者數量卻超

過 3500 位，其中還包含家長借書證，圖書館功能需十分健全才能服務眾多讀者。

圖書館每天 1300 本以上的借閱量，志工每天三組，每人負責不同的書車，能快速

地將書排回架上。圖書館空間設計各具功能性，圖書館課表是分區域分班級安排

的。我們參訪時，圖書館同時容納了三到四個班級，但各班彼此有各自的任務及空

間，並不會互相干擾影響。 

(4) 走進圖書館如環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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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六所參訪的學校中，我最喜歡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的圖書館，進入圖書館

彷彿走入了香港地鐵站，圖書館的門和標誌都是仿造地鐵站的設計，坐上協和號列

車，透過閱讀帶我去環遊世界。圖書館的書架依照中文圖書十大分類法排列，有別

於其他香港圖書館的杜威分類法。圖書館的空間分為各年級跨學科學習區、

STREAM 區以及年度式主題閱讀區，呈現多元的圖書館空間布置。 

 

  

各年級跨學科學習 年度式主題閱讀 STREAM 書架 

    負責圖書館的倫老師提到學生才是圖書館的主人，所以她與學生共同建構圖書

館的溫暖小窩，讓學生對圖書館多了份歸屬感；她帶著學生從閱讀遊樂場出發，讓

學生凝聚共識，成為閱讀的最佳代言人；她讓學生手把手的將好書推薦給同學，讓

學生發會最大號召力，千方百計讓學生喜愛圖書館；她處處散播愛讀書的種子，以

行動力感染學生。 

(5) 太空圖書館悠遊於書海 

    在油麻地天主教小學，學校營造有利

閱讀的環境和氛圍，太空圖書館的設置，

讓學生探索太空，始於閲讀。學校走廊設

立了 Reading Café，讓學生有舒適的閱

讀空間。學校還精心設置電子閱讀船，讓

學生悠遊於書海之中。 

2. 閱讀活動安排與閱讀興趣的培養 

(1) 自由多樣化的閱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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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華小學的圖書館，我們看到許多學生作品。學生暑期閱讀作業是讀一本

書，自己設計讀後心得呈現方式，可以是立體的，也可以是動態的影像；可以是桌

遊，也可以是ㄧ篇文章，更可以是專題報告。目的在於鼓勵學生閱讀，所以成果形

式不拘，學生各有巧思。 

(2) 動手做多元推廣宣傳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的董主任善於辦理閱讀活動，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她辦

理 ISTREAM 閱讀月創意活動(STREAM/READ+STEM+ART，也就是結合科技、數

學和藝術)，董老師帶領學生配合地理書籍製作世界地圖，利用圖紙+ app Quiver 讓

地圖立體呈現。設計大城小事課程，讓學生製作盒仔檔和車仔檔，藉此認識早期的

香港生活。董老師提出閱讀活動的推廣需搭配宣傳策略，可以透過廣播、圖書館展

示和傳播媒體的報導，並與出版社等業界合作。 

(3) 教師觀察分析對症下藥 

    在私立弘立書院小學部，閱讀是學校發展的重心，圖書館老師及班主任必須仔

細觀察孩子的閱讀行為，包括：選書行為、找書行為、看書意願、需要老師提醒學

生進入狀況嗎？學生需要老師哪些協助？唯有找出問題，對症下藥，才能真正幫助

學生樂於閱讀、善於閱讀。同時，老師也能依照學生的表現思考自己教學的改變。 

(4) 發展多元化的閱讀活動 

    在麻地天主教小學，透過多元化的閱讀活動，讓學生定期分享閱讀經驗和心

得。並透過家長支持及積極參與各項閱讀推廣活動。多元的閱讀活動包含了「童」

心悦讀會、星光伴我行「摘星計劃」、閱讀大使計劃、駐校作家計劃、漂書計劃、

「書」出智慧捐贈計劃、閲讀大挑戰、長假期閲讀計劃、閱讀嘉年華、各類閱讀比

賽、參觀香港中央圖書館、好書/新書推薦等活動。最特別的是 DAY A「童」心悦讀

會，這是配合多元智能發展，引發學生對閱讀的興趣，培養他們養成良好的閱讀習

慣，擴展他們的閱讀範圍和知識，提高他們運用語文的能力。而駐校作家計畫是讓

學生發揮閱讀興趣，長期幾個月培養和訓練孩子成為小作家。除此之外，DAY D 閱

讀課，是配合學校德育成長課程，以學生為本，各年級設有不同的閱讀材料和活

動，有圖書知識、閱讀策略、閱讀素養及資訊素養等。 

(5) 自由自在的自主閱讀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的倫老師提倡讓孩子自由自在的自主閱讀。大量購置書

籍增加圖書館館藏，配合學校課程的大方向辦理閱讀活動。她提出有關「閱讀教

育」的「/」Slash，閱讀可以提升孩子的中文／英文語文能力；閱讀可以提升孩子

的對學科的興趣；閱讀可以培養孩子的品德素養；閱讀可以培養孩子的自學能力。

她期許自己能打造一間超強協作性的圖書館。讓圖書館成為支持學的夥伴、閱讀推

廣的平台、學習延伸的場域以及跨科組的橋樑。倫老師積極推廣閱讀，辦理年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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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式閱讀推廣活動，帶孩子進入閱讀遊樂場，從閱讀探索世界。以「史地類」圖書

為例，讓學生認識世界上不同國家、民族，關心世界，回顧自己國家。成立「先鋒

部隊」，由老師引導學生組織氣候變化專題閱讀活動，從主持活動到短片拍攝，到繪

本/社區地圖的創作，多面向的推薦圖書，讓學生能手把手的帶動其他同學接觸史地

圖書，一起推動閱讀。 

    我非常認同倫老師提出的「⋯⋯培養孩子們熱愛、喜歡思考，透過書本認識世

界、了解自己，是閱讀教育的意義之一，但這些只是技巧和能力的培養。閱讀教育

的「品」在哪裡？就是「愛書」、「惜書」，對文字和文化的一份尊重、感恩和崇敬之

情⋯⋯」閱讀教育是學習的基石，閱讀是獲取訊息的能力，是詞彙運用的能力，是批

判思考的能力，是表達自我意見的能力，是形成世界觀和價值觀，是解決問題的能

力，更是自主學習和終生學習的實踐。希望希望孩子喜歡圖書館，圖書館的主人是

同學們。期望通過閱讀發展學生的綜合能力。 

3. 閱讀教學與課程的安排 

(1) 透過評量結果適性閱讀 

    在六所學校中，私立弘立書院小學部是一所從上到下全力支持閱讀的學校。學

生自主閱讀的能力是來自於強大的大數據分析，以閱讀支援校本課程。學生每年進

行三次促進閱讀的評量 DACC，從五個向度，讓學生和世界比較。透過這個測驗，

可以達到因材施教的成效，幫助學生正確選擇書籍，當學生進入圖書館時能有效利

用資料庫搜尋適合自己能力的圖書。除此之外，學生更可以依據興趣選擇書籍，讓

每位學生都能進行適性閱讀。 

    在私立弘立書院小學部，葉主任重視孩子批判性思考和思辨能力，她提到觀點

與事實的辨識能力必須從小開始培養，進而培養學生閱讀素養與資訊素養。閱讀課

程可以從新聞剪報中找出不同觀點，不同報導，建立學生判斷的思維。圖書館老師

與學科老師密切合作，提供網站資源表，學生從三年級開始學習參考資料的撰寫方

式。 

(2) 依校本主題設計閱讀課 

    在英華小學，我們可以看到每年學校有不同的主題，各科組老師依主題設計課

程，閱讀課程也不例外。以 2017 年的主題「探險」為例，圖書館作家有約活動即

邀請探險家。而中文科延伸閱讀則讀西遊記，常識科則帶著學生參與各種主題探索

課程，進行戶外學習。在這所學校，我看到中文科與圖書館老師搭配的天衣無縫，

圖書館課程的進行是立足在中文科老師語文讀寫能力的教授。因此，學校每年低中

高各出版一本學生作品集，這本作品由學校專任編輯人員主辦，圖和文搭配有富經

驗的馬編輯完成。市面上還可以買到這本出版品。對學生來說意義非凡。 

(3) 結合領域讓閱讀不偏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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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華基督教協和小學，結合圖書館基本知識和學科相關內容建構校本圖書館

課程。每兩個星期進行一節圖書館課，內容結合中文、視覺、宗教，德育、常識等

科，以「數學」科為例，就「時令」課題，介紹有關數學的圖書並和同學共讀／導

讀，以「英文」科為例，搭配學校英語日活動。結合領域的課程都是希望能提升學

生閱讀興趣，避免閱讀偏食的習慣。 

(4) 系統規劃校本閱讀藍圖 

    在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我們可以看到學校以 STREAM 為校本課程，將

STEM+R(閱讀和宗教)+ A(態度和藝術)，從閱讀中學習。閱讀是學校發展計劃的重

點項目。對閱讀材料作進一步的思考，在不同知識領域中延展語文的學習，以提升

閱讀能力和人文素養。圖書館老師是學習的促進者，非知識的傳遞者。每天 30 分鐘

早讀時間，為建立學生閱讀習慣。學校發展出一套小一到小六閱讀課學習綱領，從

圖書館的認識到書籍的維護，閱讀的衛生、圖書的分類與排架、圖書的結構、參考

書的認識與利用、非書資料的認識、資訊的認識、閱讀的方法、撰寫閱讀心得和讀

物的選擇以及讀書樂，有系統的建構學校的閱讀課程，規劃校本閱讀藍圖。 

   

4. 閱讀課程與領域課程結合之策略 

(1) 配合各科組的主題書展 

    在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圖書館內，我們可以看到彭老師細心的配合各科各單

元的書籍提供學生查詢閱讀，各種主題的書展同時並行。彭老師落實了圖書館是教

學支援中心，學習的諮詢中心的理想。在英華小學，主任提到每學期暑假 20 位成員

組成的智囊團共同討論學校課程的安排，進行科組之間的教學聯繫，老師之間彼此

溝通確認那些課程需要協作或哪些課需要分組教學。 

(2) 配合科組的創意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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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華基督教協和小學，圖書館倫老師利用館藏和圖書及電子資源來支援學科

課堂，配合學科課程，成為科組老師的好朋友。她配合科組辦理創意日活動，每個

年級依照不同主題，進行三次課程。除此之外，她配合專題辦理跨學科的閱讀，各

年級有不同主題，並配合實地情境的參觀學習，讓學生進行走讀教育，體驗讀萬卷

書不如行萬里路。 

(3) 重視老師彼此間的協作 

    在油麻地天主教小學，圖書主任主動與科組溝通和協調，設計多元化閱讀活

動，培養學生課內與課外閱讀的興趣與習慣。為各科教師提供不同來源的資訊和資

源，加強協作。在中文方面，除延伸閱讀外，參加校外徵文比賽及創意閱讀報告比

賽。常識方面，結合 STEM 添購書籍，辦理 STEM 攤位遊戲，配合魚菜共生計畫，

閱讀香港休閒農場指南書籍。宗教方面則結合宗教故事分享。資訊方面，辦理資訊

素養問答比賽。學校也會因應課程需要添購各科學習書籍。讓學生從閱讀中學習跨

學科自主學習，從 STREAM 中成長，利用平板或電腦輔助學習。 

    在私立弘立書院小學部，學校非常重視各科老師和圖書館老師的協作。低年級

包班制，3-5 年級分科學習，各科各有自己主題。圖書館主任提供網站資源表，學

生從三年級開始學習參考資料的撰寫方式。每年暑假每科帶領人一起討論相關主

題，將課程整合在一起。學校一年有兩個主題，單元備課時學校會邀請請圖書老師

一起參加，老師們依照自己專長分享可以貢獻的部分。透過主題共備，讓閱讀課程

與領域課程結合，讓圖書館成為學習社群的支援中心。     

5. 閱讀課程與科技利用的結合與發展 

(1) 學生帶著載具走進教室 

    在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彭老師提到 DYOD 計畫 讓學生帶著自己的載體，1-6

年級一個學期一個專題。在參訪過程中我們進行一堂四年級閱讀課的觀課。老師先

讓學生腦力激盪，思考和香港歷史有關的東西。接著讓學生分享有哪些相同，哪些

不同，將學生的答案歸類為食衣住行育樂，並讓學生從「行」的方面進行資料查

詢。在過程中我發現學生能有效的利用關鍵字查詢搜尋資料，老師會提醒學生資料

查詢時的注意事項。彭老師告訴我們，每位學生一個平板，平板是學生自行準備，

時時刻刻都可以使用。在這堂課中網路通暢無阻，學生搜尋速度快，掌握方法學習

有效率。 

(2) 資訊科技融入閱讀課程 

    在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董老師利用網路電子書平台讓孩子閱讀。利用 HP 

Reveal，讓學生的閱讀分享只要掃描書籍即可呈現。利用圖書館內許多 VR 和 AR 書

籍，透過科技讓孩子接觸閱讀。在董老師身上，我看到閱讀加上手工，加上實驗，

透過不同的元素，把資訊科技融入閱讀中，讓閱讀更有趣，學生因為動手做而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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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3) 採購配合學科的電子書 

    在油麻地天主教小學，關注閱讀的發展趨勢，掌握科技的最新發展，運用資訊

科技推行閱讀，例如：數位圖書館、線上閱讀平台、電子閱讀等，提升學生的閱讀

素養和資訊素養。值得一提的是學校電子書的採購會配合學科的學習，讓電子書的

使用發揮最大效益。 

6. 圖書館主任推動閱讀活力的來源 

(1) 校長是推動閱讀的主力 

    在英華小學，我們發現圖書館主任推動閱讀的活力來自於其他科組主任共同合

作，這一切都要歸功於校長的領導，校長從孩子需要甚麼思考，當你是個孩子時會

如何學習來思考。因為校長的帶領讓全校透過閱讀動起來，學生們進入校門，樂於

學習，以學校為榮。就像牆壁上的口號「2468，what do we appreciate? Ying wa 

ying wa ,wa wa w!」。 

(2) 家長是推動閱讀的助力 

    在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我們看到了家長如何陪孩子共讀，每週三早讀時間釋

家校分享，家長分享透過繪本感動家長，家長有感，就會像漣漪一樣帶來改變。家

長們思考應該停一停，想一想，感動後才能帶來行動。 

    在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我看到學校辦理了許多家長閱讀活動，有有利用圖畫

製作圍裙，家長還可以交換故事圍裙，就像交換故事分享一樣。家長們參閱學校的

大小閱讀活動，透過家長來宣傳學校的閱讀。 

省思與心得 

自發、互動、共好，一起共備 

    不論在哪一間學校，我都可以發現圖書館是教學支援中心，是學習的諮詢中

心，圖書老師與學科老師緊密結合，透過共同備課或課程研討，老師們依照自己專

長分享可以貢獻的部分，讓閱讀課程與領域課程結合，讓學生從閱讀中學習跨學科

自主學習。這樣的想法與實踐不就是未來十二年國教主張的「自發、互動、共好」

嗎？所以落實課程共備，甚至是跨領域的共備，每位教師拿出自己所擁有的，借用

學習自己所沒有的，最大的受益者是我們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我們的學生。透過協作

課程，閱讀結合各科，讓圖書館發揮最大成效，是學習的中心，也是教學資源中

心。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走讀去 

    參訪的六間小學，並不是每間學校的圖書館都有如私立弘立書院擁有龐大的資

金援助，但我思考，有多少資源做多少事，即使在有限資源下，我可以做哪些事

情？我相信主題式的教學是可以做的，特別是像中華基督教協和小學，配合科組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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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創意日活動，每個年級依照不同主題，進行三次課程。也可以配合專題辦理跨學

科的閱讀，走讀教育就是可以實踐的方式。不論是社區的走讀、鄉鎮的走讀或是跨

縣市的走讀都是可以讓學生將閱讀素材與實地情境結合，實踐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的體驗學習。 

個別化的閱讀評估，拔尖扶弱 

    閱讀老師不只是教學生喜愛閱讀，教學生學習閱讀策略，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

給予需要協助的學生多些個別性的指導，讓適性揚才，因材施教得以在閱讀課程落

實。老師的觀察和仔細的評估是我可以再加強，藉由一些量表幫助學生釐清自己的

問題，排除閱讀上的障礙，進而歡喜閱讀。除此之外，透過線上施測的結果了解學

生的閱讀能力，並將圖書館館藏進行能力分級，並登錄在圖書館系統中，讓學生能

清楚選擇適合自己的書籍。這部分是我可以持續努力的方向。 

建置學科資訊素養的資料庫 

    當我們在一般學科中想讓學生利用關鍵資蒐尋資料時，學生常輸入關鍵字後，

就不知道如何處理，如何篩選網路上龐大的資訊。不管是在私立弘立書院或是基督

教宣道會宣基小學，我們都看到圖書老師會建置學科網站的資料庫，透過這個資料

庫可以幫助孩子快速教有效率的檢索到自己課堂上需要的訊息。針對課堂的討論內

容進行交流匯報。這個觀念，我希望從自己本身做起，每年針對社會領域或是自然

領域建置相關資料庫，利用學校網頁連結讓學生使用，讓孩子上網輸入關鍵字後可

以尋找有用相關性高的網頁，解決學生關鍵字查詢的困難。 

鋪天蓋地的校本閱讀藍圖 

    閱讀涵蓋了許多層面，有圖書館利用教育、閱讀策略、閱讀素養及資訊素養

等。如何讓每位學科老師和閱讀老師都能善用圖書館，落實圖書館是教學支援中

心，學校校本閱讀藍圖必不可少。透過學校課發會的討論，語文領域社群的研發，

跨領域社群的共備，以閱讀為中心，參考圖書資訊利用教育綱要，建構出各年級閱

讀主題，各年級學生應具備的閱讀閱讀素養及資訊素養，並結合領域的教學運用策

略和方法，符合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教學，有知識，給任務，教策略，生活情境實

踐。 

長期培養駐校作家發專刊 

    如果說閱讀是輸入，寫作就是輸出，從讀懂到寫好是我所重視的。學生常常讀

了許多書，但沒有輸出或是沒有透過文字或創作表達，實為可惜。在英華小學和油

麻地天主教小學我們都看到了駐校作家的培育，我在暑假定期辦理寫作營隊，過程

中看到許多寫作好手，開學後結合閱讀課讓學生有更多寫作的機會，寫作的素材，

若學生能成立小作家社團，讓我有更充足的時間陪伴和培養愛寫作的孩子，並透過

校刊或兩三年出版一本專刊，讓學生獲得成就感，辦理新書發表會，相信必能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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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想像力，鼓舞他的原創力，大展他的寫作潛能。我相信：成就一位駐校作家

勝過多個文學專家。 

    回到台灣，我檢視自己身為圖書教師在學校所扮演的角色，我深感慚愧。我著實

佩服六所香港小學的圖書館主任們，他們在各方面的表現上是如此的積極認真，全心

全力。他們整合校內、外資源，並將自己轉化為學生與學科老師之間的橋樑，配合校

本課程，資訊素養、閱讀素養、圖書館教育等進行整體的規劃。這是我需要逐年逐步

規劃完成的。 

    我擔任圖推老師的過程中，常常感到孤單，感到洩氣，但一想到昭珍教授的話

「可以灰心，但千萬不可死心。」馬上提醒自己，振作堅持下去。這次參訪有幸認識

了全台各地優秀的圖推老師，各個身懷絕技，透過彼此之間的交流分享，讓我能不斷

精進自己的閱讀教學。盼未來有機會能此次香港經驗分享給更多老師，讓更多的老師

一起受惠，擴大參訪效益，期待未來閱讀推展能在臺灣遍地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