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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
貧者因書而富，富者因書而

貴。

貧者因書而富，富者因書而貴。

現在是閱讀時間，讓我們一起做 既富且貴 的南門好兒

童。

9月8日
知識的基礎，必須建立在閱讀

上面。
約翰生

~知識的基礎，必須建立在閱讀上面。~

現在是晨讀時間，讓我們一起遨遊書海增進知識吧！

9月9日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杜甫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現在是晨讀時間，讓我們一起累積閱讀量，增進作文能

力。

9月10日
大腦的神經元用進廢退，而閱讀對

於大腦有保護作用。
 洪蘭

~大腦的神經元用進廢退，而閱讀對於大腦有保護作

用。~

現在是晨讀時間，讓我們一起閱讀活化我們的大腦，讓

我們變得更聰明。

9月11日
書本就像降落傘，要打開來才

能發生作用。

~書本就像降落傘，要打開來才能發生作用。~

現在是晨讀時間，讓我們一起打開書本閱讀。

9月12日

9月13日

9月14日

生活裏沒有書籍，就好像沒有

陽光；智慧裏沒有書籍，就好

像鳥兒沒有翅膀。

莎士比亞

~生活裏沒有書籍，就好像沒有陽光；智慧裏沒有書籍

，就好像鳥兒沒有翅膀。~

現在是晨讀時間，讓我們一起打開書本增進智慧吧！

9月15日

 一本好書，可以啟導我們對

生命的價值有一個正確的體

認。

英國小說

家‧狄斯

累利

~一本好書，可以啟導我們對生命的價值有一個正確的

體認。~

現在是晨讀時間，讓我們一起好書開啟生命的價值。

9月16日
閱讀要動腦，要談談，要寫下

來。

~閱讀要動腦，要談談，要寫下來。 ~

現在是晨讀時間，讀一本好書下課跟同學分享你的心得

吧！

9月17日
書籍乃是儲積智慧之不滅明

燈。
卡提斯

~書籍乃是儲積智慧之不滅明燈。~

現在是晨讀時間，打開書點亮自己智慧的明燈吧！

9月18日
讀書的環境很重要，要讓自己

每天都有閱讀的時間。

~讀書的環境很重要，要讓自己每天都有閱讀的時間。~

現在是晨讀時間，養成每日晨讀二十分鐘的好習慣。

9月19日

9月20日

9月21日

文字，傳遞智慧和生命；書本

，盛載智慧和生命；閱讀，發

掘智慧和生命。

~文字，傳遞智慧和生命；書本，盛載智慧和生命；閱

讀，發掘智慧和生命。~

現在是晨讀時間，讓我們一起來發掘智慧和生命吧！

9月22日

讀書而不思考，決不會有心得

，即使稍有印象，也只是淺簿

的想法，無法在心中生根。

敬師活動

9月23日

讀書而不思考，決不會有心得

，即使稍有印象，也只是淺簿

的想法，無法在心中生根。

~讀書而不思考，決不會有心得，即使稍有印象，也只

是淺薄的想法，無法在心中生根。~

小朋友  用心閱讀  仔細思考   讓我們開始今天的晨讀

吧！

9月24日
三日不讀書，便覺面目可憎，

言語乏味。

~三日不讀書，便覺面目可憎，言語乏味。~

小朋友，讓我們開始今天的晨讀，當一個言語有味的

人。

9月25日
讀書給我更多的憩息，引領我

散步在別人的知識與靈魂中。
尼采

~尼采說：｢讀書給我更多的憩息，引領我散步在別人的

知識與靈魂中。｣~

今天的晨讀，讓我們一起品味別人的知識與靈魂。

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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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

9月28日

9月29日 放颱風假

9月30日
懂得如何讀書，就能使生活充

滿意義與樂趣。
赫胥黎

~懂得如何讀書，就能使生活充滿意義與樂趣。 ~

讓我們用 樂趣 填滿今天的晨讀時間。

10月1日
有想過整理過，書中的思想才

會變成你的。

~有想過整理過，書中的思想才會變成你的。~

今天的晨讀後，記得想一想閱讀的書的內容。

10月2日
貧者因書而富，富者因書而

貴。

~貧者因書而富，富者因書而貴。~

現在是閱讀時間，讓我們一起做 既富且貴 的南門好兒

童。
10月3日

10月4日

10月5日
知識的基礎，必須建立在閱讀

上面。
約翰生

~知識的基礎，必須建立在閱讀上面。~

現在是晨讀時間，讓我們一起遨遊書海增進知識吧！

10月6日
讀書，為明理也；明理，為做人

也。
  杜甫

~讀書，為明理也；明理，為做人也。

現在是晨讀時間，讓我們一起閱讀成為明理的人 。

10月7日
光陰給我們經驗，讀書給我們知

識。

俄 奧斯特

洛夫斯基

~光陰給我們經驗，讀書給我們知識。~

現在是晨讀時間，利用早晨最美好的時間充實知識吧！

10月8日

喜愛讀書，就等於把生活中寂

寞無聊的時光換成巨大享受的

時刻。

作者:孟德

斯鳩

~喜愛讀書，就等於把生活中寂寞無聊的時光換成巨大

享受的時刻。~

現在是晨讀時間，讓我們一起享受這美好的時刻吧！

10月9日

10月10日

10月11日

10月12日
書籍是人不可分離的生活伴侶

和導師。
高爾基

~書籍是人不可分離的生活伴侶和導師。 ~

現在是晨讀時間，讓我們與書為伴吧！

10月13日 書籍是我們的精神糧食。 普希金
~書籍是我們的精神糧食。 ~

現在是晨讀時間，讓我們一起享用這精神食糧吧！

10月14日

閱讀的最大理由是想擺脫平庸

，早一天就多一份人生的精

彩；遲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

擾。

余秋雨

~閱讀的最大理由是想擺脫平庸，早一天就多一份人生

的精彩；遲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擾。~

讓我們藉著閱讀擺脫平庸，創造精彩。

10月15日
書是純潔、美好的特殊世界，

生活在其中，其樂無窮。
華茲華斯

~書是純潔、美好的特殊世界，生活在其中，其樂無

窮。 ~

現在是晨讀時間，讓我們開始享受純潔、美好的特殊世

界。

10月16日
書籍是朋友，雖然沒有熱情，

但是非常忠實。
雨果

~書籍是朋友，雖然沒有熱情，但是非常忠實。 ~

現在是晨讀時間，讓我們與忠實的朋友為伍吧！

10月17日

10月18日

10月19日

當我們第一遍讀一本好書的時

候，我們仿佛覺得找到了一個

朋友；當我們再一次讀這本好

書的時候，仿佛又和老朋友重

逢。

伏爾泰

~當我們第一遍讀一本好書的時候，我們彷彿覺得找到

了一個朋友；當我們再一次讀這本好書的時候，彷彿又

和老朋友重逢。 ~

現在開始晨讀，與老朋友相聚。

10月20日

一本書像一艘船，帶領我們從

狹獈的地方，駛向生活的無限

廣闊的海洋 。

凱勒

~一本書像一艘船，帶領我們從狹獈的地方，駛向生活

的無限廣闊的海洋 。 ~

現在開始晨讀，航向無限寬廣的知識海洋。

10月21日 評定一本書，不能憑封面。
~評定一本書，不能憑封面。 ~

小朋友，打開書本，細細體會吧！

10月22日
書，能保持我們的童心；書，

能保持我們的青春。
嚴文井

~書，能保持我們的童心；書，能保持我們的青春。 ~

現在開始晨讀，讓我們永保童心與青春。

http://tw.18dao.net/%E5%90%8D%E4%BA%BA%E5%90%8D%E8%A8%80/%E4%BD%99%E7%A7%8B%E9%9B%A8
http://tw.18dao.net/%E5%90%8D%E4%BA%BA%E5%90%8D%E8%A8%80/%E8%8F%AF%E8%8C%B2%E8%8F%AF%E6%96%AF
http://tw.18dao.net/%E5%90%8D%E4%BA%BA%E5%90%8D%E8%A8%80/%E9%9B%A8%E6%9E%9C
http://tw.18dao.net/%E5%90%8D%E4%BA%BA%E5%90%8D%E8%A8%80/%E8%8E%8E%E5%A3%AB%E6%AF%94%E4%BA%9E
http://tw.18dao.net/%E5%90%8D%E4%BA%BA%E5%90%8D%E8%A8%80/%E8%8E%8E%E5%A3%AB%E6%AF%94%E4%BA%9E
http://tw.18dao.net/%E5%90%8D%E4%BA%BA%E5%90%8D%E8%A8%80/%E8%8E%8E%E5%A3%AB%E6%AF%94%E4%BA%9E
http://tw.18dao.net/%E5%90%8D%E4%BA%BA%E5%90%8D%E8%A8%80/%E8%8E%8E%E5%A3%AB%E6%AF%94%E4%BA%9E
http://tw.18dao.net/%E5%90%8D%E4%BA%BA%E5%90%8D%E8%A8%80/%E8%8E%8E%E5%A3%AB%E6%AF%94%E4%BA%9E
http://tw.18dao.net/%E5%90%8D%E4%BA%BA%E5%90%8D%E8%A8%80/%E5%87%B1%E5%8B%92
http://tw.18dao.net/%E5%90%8D%E4%BA%BA%E5%90%8D%E8%A8%80/%E5%87%B1%E5%8B%92
http://tw.18dao.net/%E5%90%8D%E4%BA%BA%E5%90%8D%E8%A8%80/%E5%87%B1%E5%8B%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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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 書籍是巨大的力量。
~書籍是巨大的力量。 ~

現在開始晨讀，累積巨大的能量。

10月24日

10月25日

10月26日

所有的好書，讀起來就像和過

去世界上最傑出的人們的談

話。

笛卡兒

~所有好書，讀起來就像在跟過去世界上最傑出的人們

談話。 ~

現在開始晨讀，跟傑出的人談話。

10月27日

書籍是最有耐心、最能忍耐和

最令人愉快的夥伴。在任何艱

難困苦的時刻，它都不會拋棄

你。

史美爾斯
~書籍是最有耐心、最能忍耐和最令人愉快的夥伴。 ~

現在開始晨讀，跟好夥伴進行心靈溝通。

10月28日 書猶藥也，善讀之可以醫愚。 漢 劉向
~書猶藥也，善讀之可以醫愚。 ~

現在開始晨讀，讓書本開啟我們的智慧。

10月29日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杜甫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現在是晨讀時間，讓我們一起累積閱讀量，增進作文能

力。

10月30日
大腦的神經元用進廢退，而閱讀對

於大腦有保護作用。
 洪蘭

~大腦的神經元用進廢退，而閱讀對於大腦有保護作

用。~

現在是晨讀時間，讓我們一起閱讀活化我們的大腦，讓

我們變得更聰明。
10月31日 運動會

11月1日

11月2日 運動會補假

11月3日
光陰給我們經驗，讀書給我們知

識。

俄 奧斯特

洛夫斯基

~光陰給我們經驗，讀書給我們知識。~

現在是晨讀時間，利用早晨最美好的時間充實知識吧！

11月4日
書本就像降落傘，要打開來才

能發生作用。

~書本就像降落傘，要打開來才能發生作用。~

現在是晨讀時間，讓我們一起打開書本閱讀。

11月5日
懂得如何讀書，就能使生活充

滿意義與樂趣。
赫胥黎

~懂得如何讀書，就能使生活充滿意義與樂趣。 ~

讓我們用 樂趣 填滿今天的晨讀時間。

11月6日
有想過整理過，書中的思想才

會變成你的。

~有想過整理過，書中的思想才會變成你的。~

今天的晨讀後，記得想一想閱讀的書的內容。

11月7日

11月8日

11月9日

文字，傳遞智慧和生命；書本

，盛載智慧和生命；閱讀，發

掘智慧和生命。

~文字，傳遞智慧和生命；書本，盛載智慧和生命；閱

讀，發掘智慧和生命。~

現在是晨讀時間，讓我們一起來發掘智慧和生命吧！

11月10日

讀書而不思考，決不會有心得

，即使稍有印象，也只是淺簿

的想法，無法在心中生根。

~讀書而不思考，決不會有心得，即使稍有印象，也只

是淺薄的想法，無法在心中生根。~

小朋友 用心閱讀 仔細思考 讓我們開始今天的晨讀吧！

11月11日
三日不讀書，便覺面目可憎，

言語乏味。

~三日不讀書，便覺面目可憎，言語乏味。~

小朋友，讓我們開始今天的晨讀，當一個言語有味的

人。

11月12日
讀書給我更多的憩息，引領我

散步在別人的知識與靈魂中。
尼采

~尼采說：｢讀書給我更多的憩息，引領我散步在別人的

知識與靈魂中。｣~

今天的晨讀，讓我們一起品味別人的知識與靈魂。

11月13日
讀書的環境很重要，要讓自己

每天都有閱讀的時間。

~讀書的環境很重要，要讓自己每天都有閱讀的時間。~

現在是晨讀時間，養成每日晨讀二十分鐘的好習慣。

11月14日

11月15日

11月16日

11月17日
知識的基礎，必須建立在閱讀

上面。
約翰生

~知識的基礎，必須建立在閱讀上面。~

現在是晨讀時間，讓我們一起遨遊書海增進知識吧！

11月18日
讀書，為明理也；明理，為做人

也。
  杜甫

~讀書，為明理也；明理，為做人也。

現在是晨讀時間，讓我們一起閱讀成為明理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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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
光陰給我們經驗，讀書給我們知

識。

俄 奧斯特

洛夫斯基

~光陰給我們經驗，讀書給我們知識。~

現在是晨讀時間，利用早晨最美好的時間充實知識吧！

11月20日

喜愛讀書，就等於把生活中寂

寞無聊的時光換成巨大享受的

時刻。

作者:孟德

斯鳩

~喜愛讀書，就等於把生活中寂寞無聊的時光換成巨大

享受的時刻。~

現在是晨讀時間，讓我們一起享受這美好的時刻吧！

11月21日

11月22日

11月23日
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惟有讀

書好。

~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惟有讀書好。~

現在是晨讀時間，讓我們讀本好書吧！

11月24日

讀書是為了成長，為了提升生

活品質，也為了過一個有意義

的人生！

~讀書是為了成長，為了提升生活品質，也為了過一個

有意義的人生！~

現在是晨讀時間，讓我們一起閱讀一起成長。

11月25日
讀書是易事，思索是難事，但

兩者缺一，便全無用處。
佛蘭克林

~讀書是易事，思索是難事，但兩者缺一，便全無用

處。~

讓我們開始今天的晨讀，記得讀書、思索二者兼備。

11月26日

讀書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

味必長；大嚼大咀，終不知味

也。

朱熹

~讀書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咀，終

不知味也。~

讓我們開始今天的晨讀，仔細慢讀領略書中真味。

11月27日

11月28日

11月29日

11月30日

1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