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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04年度推動讀報學校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教育實施計 

    畫」(104-106年三年計畫)。 

二、桃園市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桃花源」四年計畫(101-104年四年     

    計畫)。 

貳、目標 

一、整合全市讀報教育資源，補助學校推動讀報教育。 

二、結合教育議題融入讀報教學，培養學生公民素養。 

三、將閱讀教學策略融入讀報教育，提升學生語文能力。 

參、實施期程：共 4 個月（9 月~12 月）。 

肆、實施對象：桃園市各公立國民中小學。 

伍、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桃園市立自強國中 

陸、推動原則 

一、主動意願申請為前題，優先照顧弱勢學校。 

二、培訓讀報種子教師，建構有效、多元、創意的讀報教學策略。 

三、結合教育議題融入讀報教學，提高學生多元閱讀興趣。 

四、導入社區民間團體資源，全面推動讀報教育。 

柒、實施項目 

一、補助推動讀報學校經費 

  (一)讀報學校定義 

1.校內至少 1 個班級自願推動讀報教育，且該班需於每週實施 40 

  分鐘以上讀報教育之相關教學活動。 

2.每週以固定的課程時間，實施讀報教育教學，由教師帶領學生進 

  行以報紙為教材的學習活動，無固定教學方式。教師可依據報 

  紙內容創意教學，在各個教學領域或議題，發展多元、創新的 

  教學。 

3.授權學校或教師以專業自主決定讀報推行的報紙種類，原則上需 

  以適合指導學生閱讀及語文教學活動為主，每班限補助 1 份報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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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申請方式：填寫申請表(如附件一)，請於 104 年 6 月 28 日前送達 

     自強國中，俾利後續審查作業，俟評選公告(另函公告)確定各校 

     核定班級數後，依規定日期前，上網路填報系統(http://doc.tyc.edu.tw/) 

 填報「104 年度推動讀報學校報種及讀報班級數統計調查表」，請 

 詳細填妥承辦人電話分機、職稱、訂報名稱及份數。 

  (三)評選標準 

  申請補助經費超過預算時，依據下列標準順位優先核定： 

  1.本市「UP 5-39 愛進偏鄉、語文扎根計畫-讀報方案」39 所國小 

   之班級(名單如附件二)，全校每班級補助 1 份報費。 

  2.學校通過閱讀種子教師認證超過十分之一者，列入優先補助對 

   象，本市優先核予前開 1、2 項所示學校經費。 

  3.其他各公立國中小，依學校意願申請為讀報學校，依據申請班級 

   佔全市申請班級總數百分比(由本局視每年經費調整核定各校班 

   級數百分比)核實補助讀報教育報費，且每班級至多補助 1 份報 

   費。 

  (四)補助方式 

 1.每班級限補助 1 份報費，自民國 104 年 9 月起至 12 月止，共計 

   4 個月。 

 2.學校讀報教育報費，需俟全市各公立國中小申請評選結果而定， 

   為一定額經費補助，額度須依餘額依實核定。 

  (五)經費核銷：各校依市府核定補助金額開立統一收據，並於 104 年 8 

     月 7 日(星期五)前，送達自強國中。 

二、培訓讀報種子教師 

併入本市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桃花源」四年計畫-104 年閱讀教  

育計畫-師資培育項目辦理。 

三、結合教育議題融入讀報教學 

各校可鼓勵教師結合教育議題融入讀報教育，如結合品格、交通 

安全、環境、性別、法治、人權、生命等教育議題實施讀報教學， 

亦可透過國際新聞、全球化議題、世界觀點及文化報導等培育學 

生國際化的公民素養和國際觀。 

四、導入社區民間團體資源 

各校可善用立體和平面媒體資源，或導入校內外公益團體資源推 

動讀報教育；亦可採跨校策略聯盟方式，共享讀報教育資源，相 

互進行觀摩及標竿學習。 

捌、經費來源：由市府教育局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玖、獎勵辦法 

一、依「桃園縣立各級學校教職員獎懲要點」規定辦理敘獎。 

http://doc.ty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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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各校得依推動表現，核予嘉獎 1 次或獎狀 1 紙 (讀報學校之班級 

    實際授課教師，敘獎名額比例為嘉獎 70％、獎狀 30％)。另未參與本 

    案但在校仍有推動讀報教學之教師亦可納入本案敘獎考量，請各校依 

    讀報教師實際推動表現給予獎勵，但提報敘獎總人數仍不得超過本案 

    核定班級數之總數。 

三、各校承辦人員(限行政人員)敘獎名額比例為核定班級數之總數之 20％ 

   ，各給予嘉獎 1 次 (不包含於前開敘獎額度內)。 

四、各校敘獎名額及核定班級數另案公告(如附件四)。 

五、敘獎名單核章紙本請於活動結束郵寄(送)至自強國中教務處。  

六、本案承辦學校(自強國中)工作人員，每校 9 人核予嘉獎 1 次鼓勵（空 

    白敘獎名單如附件五）；另核敘承辦採購業務 1 人記功 1 次，2 人嘉 

    獎 2 次，2 人嘉獎 1 次。 

拾、預期效益 

一、本市國中小依學校整體計畫規劃推動讀報教育，以營造校園閱讀風氣。 

二、教師能精進讀報教育專業知能，適時運用立體及平面媒體素材(含報 

    紙)，成為班級教學輔助教材，並加強學生語文能力。 

三、教師能教導有效、多元與創意的閱讀策略，並有效結合教育議題融入 

    讀報教學，提升學生閱讀動機與成效。 

四、整合社區民間讀報資源，協助推動讀報教育。 

拾壹、檢核 

一、 各讀報學校於 105 年 1 月 5 日前繳交相關成果以供檢核，項目如下： 

  (一)「桃園市 104 年度推動讀報學校成果報告冊」（如附件三）電子檔。 

  (二)敘獎建議名單（如附件四）電子檔及核章正本。 

二、成果及敘獎名單電子檔請寄至指定信箱○○○○○（檔名分別 

    為○○國(中)小 104 年讀報教育推動成果；○○國(中)小 104 年讀 

    報教育推動敘獎名冊）。 

三、敘獎名單核章紙本請郵寄(送)至自強國中教務處（桃園市中壢市 

    榮民路80號）。 

拾貳、注意事項 

一、參與本計畫之學校於104年8月7日前開立統一收據，（繳款人為○○ 

    國(中)小，並請註明學校補助款匯入之銀行名稱、代號、戶名、       

    帳號），郵寄或親送至自強國中教務處（桃園市中壢市榮民路80號） 

    ，以方便自強國中如期將補助款匯至各校；倘有疑問請連絡自強 

    國中教務處（455-3494 #210）。 

二、 補助款撥款金額為 104 年度推動讀報學校(104 年 9 月~12 月，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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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月)之訂報費用。 

三、各讀報學校請於收到報費收據後一週內，自行將 4 個月之報費劃 

    撥至報社。 

四、請各校承辦人自訂領報流程，確保報紙每天送達班級，以利讀報 

    教育的推動與實施（流程範例：報紙送達學校→依照學校訂閱班  

    級數量分配→各班讀報小尖兵定時定點領取→發放給班級→班級 

    實施讀報教育）。 

五、各報社連絡窗口如下表，若當天報紙未送到校，請各校承辦人自       

    行聯絡。 

報社名稱 聯絡電話 聯絡人 報紙種類 

國語日報社 

02-23921133 

分機 2101 

Fax:02-23578120 

張秀月小姐 國語日報 

國語日報週刊 

國語日報中學生報 

聯合報系 
2281234 分機 3014 

0932016039 

張瑋純小姐 

卞忠義主任 

好讀週報 

聯合報 

中國時報 0939059399 宋震南督導 中國時報 

國語週刊 
02-23898789 分機 39 

Fax:02-23145963 

許小姐 國語週刊基礎版 

國語週刊小學版 

人間福報 
02-8787-7828 分機 44 

Fax:02-8787-7308 

林小姐 人間福報 

大紀元 

3209221 

Fax:3503001 

郭展鴻先生 

0918989750 

李艷秋小姐 

0935246560 

大紀元 

拾參、本實施計畫呈 局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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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桃園市 104 年度推動讀報學校申請表 

校名（全銜） 桃園市桃園區南門國民小學 

全校班級總數 32 班 

103 年申請讀報學校 □V 是(核准班級數： 9  )□否 

104 年預計申請班級數 12 班 

申請類別 □UP 5-39 學校□V 一般學校 

申請標準 □通過閱讀種子教師認證達全校教師人

數十分之一以上□V 未達十分之一 

104 年預計申請班級 預計訂購報紙名稱 

5-1~5-6 國語日報 

6-1~6-6 國語日報 

  

  

＊檢附各校讀報教育計畫內容。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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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桃園區南門國民小學 

讀報教育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提升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教育實施計 

    畫」(104-106年三年計畫)。 

二、桃園市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桃花源」四年計畫(101-104年四年     

    計畫)。 

貳、目標 

一、結合教育議題融入讀報教學，培養學生公民素養。 

二、將閱讀教學策略融入讀報教育，提升學生語文能力。 

參、實施期程：共 4 個月（9 月~12 月）。 

肆、實施對象：本校 5、6年級學生。 

伍、推動讀報的理念與構想： 

一、培養兒童閱讀觀念，激發兒童高度閱讀興趣。 

二、型塑優良閱讀風氣，培養兒童良好閱讀習慣。 

三、營造豐富閱讀環境，奠定終身學習基本能力。 

 陸、實施內容 

一、參加讀報教育之班級需於每週實施至少 40 分鐘以上讀報教育之相關 

    教學活動。 

二、每週以固定的課程時間，實施讀報教育教學，由教師帶領學生進行以 

    報紙為教材的學習活動，無固定教學方式。教師可依據報紙內容創意 

    教學，在各個教學領域或議題，發展多元、創新的教學。 

三、教師以專業自主決定讀報推行的報紙種類及各項教學活動，原則上需 

    以適合指導學生閱讀及語文教學活動為主。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