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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孔独中推动教师读书会历程省思      文/陆素芬 
 
 

第一章 绪论 
 

“集体的智力财富之源首先在于教师的个人阅读，真正的教师一定是读书的爱好
者。”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 

 
教师本应是最爱读书或读书最多的一个群体，但种种迹象显示，教师阅读现状不

容乐观。多数教师认识到阅读有利于自身专业发展，是从事教育工作必不可少的课
程，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种种原因，教师无论是在意识和身体力行上都有非常大的
欠缺。如何推动教师阅读，协助教师专业成长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教师为何要读书？ 
    教师对教育工作的热爱程度和是否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取决于教师学习的主动性
与持续性，以及教师对自身知识能力与职业要求之间差距的清醒认识。因为教师要给
学生一杯水，自己就要有一桶活水。教师这杯思想的活水无法只靠读课本和教学参考
书取得。教师读书，不应只是为了备课，而更应是出自内心的需要和对知识的渴望。 
 
谈教改的前提需要什么？ 

学校谈教育改革，若仅限于课程、学制的改革，忽略其他方面的配合条件，如校
长、行政人员、教师的实施能力以及对教育新知认识不足，改革成效难以彰显，甚至
停滞不前。 
 
    近年来，建立学习型共同体概念的提倡，对于落实教师专业和终身教育有相当的
助益。教师应以团队学习的精神，建构学校为学习型的学校，使学校组织革新，迎合
教育改革的浪潮，教师终身持续进修，学校素质才得以提升。 

 
何不向书求救？ 

书，是前人智慧的结晶，是成功的阶梯，是巨人的肩膀！众多伟人的成功，都离
不开阅读。研究者常常看到教师为教学问题、班级管理困扰不已，若等待学者专家给
予指导，往往远水救不了近火。近年图书馆买进不少各领域的新书与好书，倘若教师
能自觉地读书，不断地反思，许多教学工作方面的困惑，皆可从书中得到答案。可
惜，从本校教师借书统计显示，教师借书率并不高。 

 
作为教师，应该为读书找理由，而不是为不读书找借口。对一个教师而言，书籍

就是学校中的学校，读书就是最好的备课，只有坚持不懈地广泛阅读，才能对新事物
保持敏锐的观察力，我们才能从新手到熟手，我们的着眼点才会放在学生成长的大视
角上，而不只是成绩和升学的狭隘竞争中。 

 
“乐教爱学”愿景只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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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需要氛围，氛围需要营造，教师即是营造校园阅读氛围的推手。学校制定“乐
教爱学”的发展愿景，如果教师不学不阅读，又如何影响学生爱学爱阅读，落实愿
景？“学”的文化要在校园传播，从校长、主任、教师皆应有正确之认知与心态，以
身作则，自发地阅读，并将阅读所感所悟融入教学、融入生活，跟同事、学生聊书谈
阅读，发挥潜移默化的功能，才能营造校园阅读文化，落实“教学相长的温馨校园”
之愿景。 

 
    本校资源处于 2005年起，即尝试推行读书会，研拟推展教师阅读活动的方案，从
组织海绵读书会、推动全体教师读书会乃至学科教师读书会,但针对教师参与读书会的
成效，却无相关方面的研究。因此，研究者以尊孔独中教师读书会为场域，探讨教师
参与的动机与收获，历年来学校推行教师读书会的成效，藉由不断的反思与调整，寻
找有效帮助教师提升教育专业的读书方式，并朝此目标前进，提供给更多学校参考。 
 
    基于上述研究动机，本研究主要目的如下： 
一、探讨推动教师读书会之历程。 
二、了解教师对参与读书会之看法。 
三、分析教师读书会未来发展的可行性。 

 
 

第二节 待答问题 
    
     依据研究目的，本研究之待答问题如下： 
 
壹、 探讨推动教师读书会之历程 

一、推动教师读书会之历程为何？ 
     二、推动教师读书会所遭遇之困难为何？ 
      
贰、了解教师对参与读书会之看法 
     一、教师对参与读书会之态度为何？ 
     二、教师参与读书会之收获为何？ 
      
叁、分析教师读书会未来发展的可行性 
     一、教师对学校未来推行读书会之建议为何？ 
           

 

第三节  名词释义 

  本研究相关重要名词定义如下： 
 
壹、读书会 
    本研究所指的读书会，是指以尊孔独中教师为主，运用各种校内资源，针对一个
共同议题，以阅读、讨论、对话、分享等团体学习方式，以期达到教师个人自我成长
的教师阅读活动。 

第二章  文献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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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读书会的意义 
 

邱天助（1997）指出读书会是一个自主、自助、自由、自愿的非正规学习团体，
透过成员阅读共同的材料、分享心得与讨论观点，以吸收新的知识，激发新的思考，
进而扩大生命的空间。 

       

程良雄（2001）认为读书书会是指一群志趣相投的爱书人，主动聚集，共同参与
阅览活动。由会员一起研讨，共同设计、相互切磋，共同决定阅读书目、聚会时间与
地点、并推选领导人，轮流导读，分享阅读乐趣。 
 
    陈净怡（1999）将“读书会”三个字拆开来解释，认为“读”——用心去接触、
了解、吸收材料。“书”——有主题、范围、结构、系统的客观材料。“会”——以
材料为中心的交流、讨论、分享与领会。 

 
林淑玫(2003）认为读书会就是一群人，针对同一本书或同一个“非书”资料，例

如：一段影片、一处风景、一场音乐会或一场展览、演讲等等，彼此说出心得或讨
论。同时，团体的成员都有一个共识——尊重别人，如同尊重自己。 
 

另外，林美琴（2003）就字面上解释读书会为“读书的聚会”，“读”是眼睛观
察、用心关照、思考的阅读活动；而“书”是阅读材料，狭义的书是以文字为媒介的
书或短文，广义的书含括电影、艺术……等非文字材料；至于“会”则是两人以上交
流、分享与讨论的聚会。简单而言，读书会即是透过个人的阅读与思考，与他人对话
的过程，使每个观点充分激荡，寻找真理的各块拼图，共同建构圆满的向度。 
 
    归纳而言，读书会是一个自主、自助、自由、自愿的非正规学习的团体，透过共
同的材料，以报告、导读、分享、辩证与讨论的方式，以吸收新的知识，激发新的思
考，进行有计划的团队学习，达成思考批判能力的增进、理念与观念的交流转换与人
际关系的互动与成长。 
 
 

第二节 读书会的特性 
 

    教师读书会具有以下五项特性： 
 
一、是一种学习型组织 
    读书会以合作式学习的型态，使成员能透过不断的对话与讨论，达成团体共同目
标。 
 
二、具有主动性的学习 
    读书会的学习方式是由一群学习需求相近的个人，自行发起的同侪学习运动，相
互分享经验、观点、想法与思考模式，与知识管理的理论结合，透过信息分享以达到
智慧分享的境界。（林振春，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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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弹性自主的学习内容 
    读书会是最为自然的学习型态，完全出于个人的兴趣，排除外力的介入与干预，
读书会的学习内容并无固定的形式，是由成员基于自己需求和希望共同决定（林振
春，2001）。 
 
四、平等与民主的成员关系 
    读书会成员间并无阶级之分，成员既是学生也是教师，透过彼此分享、对话、主
题式的讨论来促进彼此的成长。 
 
五、将学习融入校园生活 
    将个人所学的知识用以解决学校生活中的问题，使学习更有意义。更重要的，它
是成人教育理念的结晶，使成人教育发挥实际的功能（邱天助，1998）。 

 
 
 

第三节  读书会的功能 
 
    中华民国读书会发展协会调查台湾读书会，综合发现台湾地区读书会的功能为
（张振成，2001）： 
一、读书会是正规学校教育以外一种继续教育。没有学级、没有学分，当然也没有掌 
    控大权的教授。 
二、读书会书目的选择往往非基于个人的学术背景、兴趣和经验，因而扩展了成员的 
    知识领域。 
三、读书会提供一种接纳、肯定、非裁判的气氛，让成员具有归属感。 
四、读书会是一块沃土，让成员无论在公共领域或个人生活得以成长和自我反省。 
五、读书会是一种支持性的团体，让成员享受舒适、满足、丰收的感觉。 
六、读书会的聚会可以磨练团体动力技巧，增进思考和阅读批判能力。 
七、读书会强调“打开耳朵”积极倾听别人的说法，提供不同的学习、思考，甚至生   
    活的路径。 
 
    不同类型的读书会所发挥的功能也不尽相同，因不同的运作方式而产生不同的功
能之外，其参与成员的属性亦会影响读书会的功能（何青蓉，2000）。例如：以教师
为主的读书会，其发展重点在于课程与教育等议题上，因此其所发挥的功能就偏向于
提升教师个人教育方面的专业学习素养。 
 
 

第四节  读书会的学习方式 
 
    读书会的重要特质之一，是透过“汇谈”与讨论的方式学习。“汇谈”是分享自
己的观点，论述自己的主张，不在谋求共识，而是在增加议题多面向的观点；“讨
论”是指说者与听者之间，轮流交换意见的双向沟通，是一种观点的厘清、思绪的组
织和反思的历程，希望得到互为主体性的理解，达成共识的境界（邱天助，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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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团体要形成深度的讨论，激发团体的智慧，需具备接纳、信任与开放的条
件，除了要有适当的人、主题和情境外，还需要一些原则与方法。 
 
    另外，林贵真（2001）认为读书会“讨论”的根本精神在于“对话”。当一群人
在一起，有对话才有互动，才有交集，才有多元思考的可能，才能集思广益、才有脑
筋激荡的火花。 
    
     读书会中的讨论就如放飞的风筝，想飞多远就多远，不过需要用阅读材料作为风
筝的手柄、轮轴与线。如果我们把读书会的活动看做是由阅读材料应发的一场公开对
话，那么在活动之前还需要你进行一场私下的对话：你自己和阅读材料（及作者）的
对话。私下对话是公开对话的基础。 
 
    徐康永（1999）认为读书会要引导出成功的讨论，必须注意以下几点：引发参与
者的观点、帮助参与者清楚表达自己的想法、解释参与者的观点、说明自己的观点、
一致性的语意要求、确定词义、找出预设，发现参与者所说的背后意思、找出推论的
谬误、鼓励参与者用理由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以及发展其他取代的观点。 
 
    由于读书会是共同参与学习的成长团体，成员参与汇谈的技巧也是读书会团队学
习是否完善的关键，所以在事前完善的准备，与会时仔细聆听其他成员的意见，不要
放弃发言的权利，并能保持开放的包容心态，发言简洁扼要，避免垄断讨论或离题，
在讨论的过程中以分享经验为发言重点，避免争论对错；讨论的对象是与会的所有成
员，所以要与所有参与者对话、互动，若对情境或议题感到不满，或是有新的想法，
都可以主动提出需求，不怕提出异议，并能保持幽默轻松的态度，协助与配合带领人
的带动，每次讨论结束时，能够真诚地回馈与感谢，给予其他同伴肯定与赞美，才能
引发其他成员的正向回馈（林美琴，1998）。 
 
    要组织读书会，一定要有阅读的材料。阅读的材料一般是一本书，但也可以是一
部电影、一本杂志、一幅图画、一系列照片、有声图书、一次户外参观等等。 
 
                      

                             
                         图2-1：读书会的对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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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读书会是训练成员成功进行讨论与对话的有效情境，成员在讨论中不
断反思，发现隐藏的新思维，激发出更绚丽多彩的想法和情感火花。 

 
 
 

第三章  研究设计 
 

        第一节 研究方法与流程 
  
   本研究采取质性的研究方法，在资料蒐集上，主要以问卷、访谈为主，观察与文件
分析为辅。 
   

        图 3.1 研究流程图 
 
 
 

                    第四章 研究结果与讨论 
 

壹、 探讨推动教师读书会之历程 
 

一、 推动教师读书之历程与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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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孔独中教师读书会活动从萌芽、发展至今，其过程获得一些热心团体、有心的

老师提供助力。2004年 12月，藉校方举办教师研习营，资源处首先提出组织读书会
的概念，同时初步尝试导读一部韩国电影《太极旗飘扬》。2005年，成立教师成长读
书会之初步规划性工作由资源处、教务处负责，训导、辅导处则扮演辅助角色。资源
处邀请乐圣岭读书会 11名会友到校支援导读、主持教师读书会活动，活动详情如下： 
 
表 4-1乐圣岭读书会支援之教师读书会活动 

日期 文本 备注 

05-03-05 《现代教育基础》 
《失控的教室》 
《丰富人生》 

《青少年问题》 
《教训辅的天空》 

文本为单篇文章，复印予教师。分 5 个场
地进行。 

21-05-05 《一个都不能少》 
《小孩不笨》 
《中央车站》 
《A Beautiful Mind》 
《The Miracle Worker》 

文本为电影。教师预先观赏电影，进修日
当天交流讨论。分 5个场地进行。 

 
2006年之后，于教师进修日进行之教师读书会，改由校内种子老师带领。由教务

处将教师分组，各组安排组长引导讨论，没有深入导读。活动详情如下： 
 

表 4-2  尊孔独中教师读书会 2006-2008 

日期 文本 备注 

04-08-06 《刘墉文选》 
《让高墙倒下吧》 
《消费问题与你》 
《老师如何跟学生说话》 
《School of Hope》 
《Budaya Menegur》 

文本为单篇文章，复印予教师。分 6 个
场地进行。 

13-11-08 《老师的十二样见面礼》 由家教协会赞助读本。 

 
至 2009年，校内才有一群老师自主地组织读书会。目前，尊孔教师读书会主要以

下列三种模式进行： 
 
    1.海绵读书会 

2009年成立，取名“海绵”，有“吸收”新知之意。初期有固定的成员，并推选
会长，每一至两个月办一场读书会；后期采开放形式，让教职员自由参与，没会长，
活动不定期举办，由资源处图书馆主导，邀请教师担任导读人，制作宣传海报推广阅
读活动，读书会当日由图书馆准备糕点或零食。参与者象征式付采购读本之费用，余
款则由图书馆承担。从 2009年至今，海绵读书会已进行 43场阅读活动。 
 
表 4-3海绵读书会历年活动总表 

场次 活动日期 读本 导读人 

1 05-08-09 《爱心树》《失落的一角》《失落的一角遇见大圆满》 何紫璇 

2 30-09-09 《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 陈国华 

3 06-01-10 《危险心灵》 余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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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3-03-10 《放任心中的一百次流浪》 林汶彬 

5-1 07-04-10 《知食份子》 李文杰 

5-2 12-05-10 《知食份子》 林金城 

6 30-06-10 《第 56号教室的奇迹》 陆素芬 

7 04-08-10 《目送》 谢满平 

8 29-09-10 《不抱怨的世界》 陈行皞 

9 20-10-10 《三杯茶》 廖美云 

10 25-11-10 《不乖》 陈淑芬 

11 14-01-11 《山楂树之恋》 江玲玲 

12 07-03-11 《你管别人怎么说》 张思盈 

13 18-04-11 《变虫记》 蓝淑敏 

14 11-05-11 《字言字语》 李永球 

15 11-07-11 《读者》 陈沛文 

16 27-09-11 《黄袜子，自辩书》 吕育陶 

17 12-10-11 《一点小信仰》 李文杰 

18 30-01-12 主题分享：电影的色彩 黄志忠 

19 27-02-12 《罪行》 黄葵凌 

20 27-04-12 电影欣赏：《大艺术家》 - 

21 15-05-12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文件汇编》 骆清忠 

22 25-06-12 《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 林智德 

23 13-08-12 《让天赋自由》 林敏萍 

24 19-02-13 《我专业，故我在》 潘永强 

25 26-02-13 电影欣赏：《请叫我第一》 陈淑芬 

郑美玉 

26 23-04-13 《侠士道》 李文杰 

27 21-05-13 《感觉十书：蒋勋谈美》 谢满平 

28 23-06-13 《北极熊不哭》 丘翠萍 

29 23-07-13 《幸福的艺术》 黄海燕 

30 21-01-14 毕淑敏散文赏析 陆素芬 

31 18-02-14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李玮心 

32 22-04-14 《佐贺的超级阿嫲》 李傲程 

33 20-05-14 《纸牌的秘密》 谢满平 

34 02-07-14 《苏菲的世界》 陈闻天 

35 19-08-14 《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 谢满平 

36 23-09-14 《安妮日记》 陆素芬 

37 28-02-15 《富爸爸 穷爸爸》 李文杰 

38 24-03-15 《只有你听到 Calling You》 郭文杰 

39 28-04-15 《王雨烟》 郑美玉 

40 23-06-15 《少年小树之歌》 锺露露 

41 01-09-15 《寂寞的十七岁》 李玮心 

42 20-02-16 《麦田里的守望者》 江玲玲 

43 21-02-17 《为奴十二年》 陆素芬 

 
    经过一段时日的学习与成长，海绵读书会曾受吉兰丹中华中学、槟城菩提中学邀
约，支援两地教师之读书会活动。这对海绵读书会而言，亦是一种推动力。 

 
     2.全体教师读书会 

由修研处与资源处统筹，规定全校教师必须参与，纳为教师培训活动之一，一年
举办一次。2011年至 2014年，读本主要由各行政单位推荐；2015年起，则广泛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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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意见遴选读本，采购读本费用主要由家教协会赞助，校方补助。导读人与主持人
则按小组需要设置。 

 
表 4-4 历届全体教师读书会读本与导读人（2011-2017年） 
2011年  

序 书名 主持人 导读人 

1.  《没有资优班，珍视每个孩子的芬兰教育》 - 赖美芳 

2.  《老师如何跟学生说话》  李玮心、张思盈 

3.  《希望教室：让孩子潜能大大发光》 - 覃秀娴 

4.  电影《街头日记 Freedom writers》 
- 

周建国、陈闻天、 
刘广耀 

5.  《A Cup of Comfort for Teachers》 
- 

叶世杰、林明春、 
陈炎光 

6.  《Pengurusan Bilik Darjah Untuk Guru Novis》 - 郑翠丽 

 
2012年 

序 书名 主持人 导读人 

1.  《我们的孩子都受了伤》 林敏萍、
丘翠萍 

陆素芬、李文杰 

2.  《一切从基本做起》 何莉美、
林政洋 

简爱明 

3.  《今天怎样“管”学生》 郭子义、
叶家强 

袁毅勇、陈淑芬 

4.  《101 Ways to Love Your Job》 侯显能 - 

5.  《101 Ways to Have A Great Day》 刘玉汾 - 

6.  《Asas Kepimpinan dan Perkembangan Guru》 郑翠丽、
杨丽梅、
刘逸彪 

- 

 
2013年 

序 书名 主持人 导读人 

1.  《我专业，故我在》 丘翠萍 潘永强 

2.  《新闻地理》 卓振宏 张慧娴、叶兴隆、
卓振宏 

3.  《学习革命》 林敏萍  廖婌妤、陈振辉 

4.  《你的感觉，我懂》 赖美芳   杨渂清、杨秀诗 

5.  《地球上的星星》 - 张发财 

6.  《Pengurus Bilik Darjah dan Tingkah Laku》 - 胡丽琼 

7.  《Book on Creativity》 许永泰 曾子娟 

 
2014年 

序 书名 主持人 导读人 

1.  《做学生欢迎的班主任》 郑章沛 黄耀弘 

2.  《大量阅读的重要性》 陆素芬 谢满平、张思盈 

3.  《分心不是我的错》 姚丽美 赖美芳 

4.  《改变人生，从跑步开始》 颜诒胜 陈剑平、石伟雄 

5.  《自慢 5》 庄少和 潘永强 

6.  《我没那么差》 - 李傲程、李玮心 

7.  《万历十五年》 - 甘美莲 

8.  《October Sky》 陆志明 陈铮才 

9.  《Teenager suck》 曾子娟 曾子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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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sas Kepimpinan dan Perkembangan Profesional 
Guru》 

- - 

 

2015年 

序 书名 主持人 导读人 

1.  《麦田里的守望者》 陆素芬 江玲玲 

2.  《Pembelajaran dan Perkembangan Pelajar》 胡丽琼 吴汉良、黄宝文、
Sabariah 

3.  《Movie Circle: The Great Debaters》 黄彩艳 司徒美儿 

4.  《有钱人的数学》 吴景秋 黄凤仪、罗泳玉 

5.  《赚钱力: 影响你未来二十年的谋生关键》 林政洋 陈振辉 

6.  《世界，为什么是现在这样子？：对照地图、重叠地
图、翻新你对世界的想象。》 

萧健浩 李鸿俊 

7.  《小家大格局！乐活空间魔法术：243个设计、装潢、
收纳、改造爱窝的完美提案》 

周志达 陈铮才 

8.  《航海时代的海上战争》 何赞辉 何赞辉 

9.  《学会思考》 尤长云 尤长云 

10.  《失落的一角》 陆志明 陆志明 

11.  《一支铅笔的承诺》 刘翠雯 杨渂清 

12.  《从听故事开始疗愈：创伤后的身心整合之旅》 章鸿成 林紫茵 

13.  《正义：一场思辨之旅》 古燕秋 古燕秋 

14.  《蚂蚁的奔跑: 一个宅女的马拉松之旅》 陈剑平 颜诒胜 

     
2016年 

序 书名 主持人 导读人 

1.  《为未来而教: 叶丙成的 BTS 教育新思维》 陈心怡 林紫茵 

2.  《你一年的 8760小时》 刘国良 李鸿俊 

3.  《情绪习惯,决定你的一生：戒断负面情绪、强化正向能
量的五大方法》 

袁毅勇 杨渂清 

4.  《再見, 拖延病》 杨秀诗 陈伟菁 

5.  《科青的趕時間科學教室》 庄慧斯 丘翠萍 

6.  《百年孤独》 何赞辉 白瑞芬、古燕秋 

7.  《金头脑冠军的超强学习法》 黄伟钦 司徒美儿 

8.  《姚明传》 石伟雄 苏宝婴 

9.  《深河》 张伟杰 陆素芬 

10.  《I Am Malala: The Girl Who Stood Up for 

Education and was Shot》 

Eswari 
Velkumar 

Niramathi 

11.  《我，跟自己拚了！》 蔡晓薇 尤长云 

12.  《一个人的朝圣》 刘丽燕 李丽芬 

13.  《Cerita-Cerita Motivasi untuk Guru》 
Logeswari 

Norasiah 、Nor 
Azreen 

14.  《对人类的未来下注:经济学家与生态学者的警世赌局.
我们将会迈向繁荣,还是毁灭》 

陈如韵 萧健浩 

15.  《简单的感动》 何莉美 吴景秋 

16.  《为什么聪明人都用方格笔记本？》 林绮珊、
章鸿成 

杨蕙萍、黄莹桦 

 
2017年 

序 书名 主持人 导读人 

1.  《我们在阅读时看到了什么？》 尤长云 锺露露 

2.  《旅行与读书》 陈振辉 许美旋、韩伟杨 

3.  《马来西亚大崩坏》 杨福明 张永权 

https://www.googleadservices.com/pagead/aclk?sa=L&ai=DChcSEwj62oaG263XAhXZNSsKHaS9BW0YABAAGgJzZg&ohost=www.google.com&cid=CAESEeD2-t8UzxdYXfoK65tvW4Jr&sig=AOD64_0Eu1B87GpcZbThAqAT09tmYgheVA&q=&ved=0ahUKEwjFnf-F263XAhXBpo8KHSXLAqAQ0QwIKA&adurl=
https://www.googleadservices.com/pagead/aclk?sa=L&ai=DChcSEwj62oaG263XAhXZNSsKHaS9BW0YABAAGgJzZg&ohost=www.google.com&cid=CAESEeD2-t8UzxdYXfoK65tvW4Jr&sig=AOD64_0Eu1B87GpcZbThAqAT09tmYgheVA&q=&ved=0ahUKEwjFnf-F263XAhXBpo8KHSXLAqAQ0QwIKA&ad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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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超高效心智图法入门：轻松学会用心智图作学习笔
记、工作管理、提升记忆和创意发想》 

林连振 李鸿俊 

5.  《伤心农场：从印度尼西亚到墨西哥，一段直击动物生

活实况的震撼之旅》 

邓美珍 黄翠妮 

6.  《被讨厌的勇气:自我启发之父》 陈如韵 章鸿成 

7.  《断舍离》 白瑞芬 丽萍、叶世杰 

8.  《东西的故事》 王辉铭 丘翠萍 

9.  《第 13个小时》 李傲程 陈宇响 

10.  《美的历史》 张伟杰 陈志铭 

11.  《中午吃什么？一个经济学家的无星级开味指南》 张思盈 林秀珍 

12.  《The Five People You Meet in Heaven》 廖小娟 黄凤仪 

13.  《Tuesdays with Morrie》 Vanitha Saraswathyee 

 
 

   3.学科教师读书会 
2017开始，图书馆鼓励学科统筹进行读书会。由学科教师推荐读本，图书馆负责

采购并免费提供。缺席读书会之教师则须付还读本费用。一年有数个学科进行。 
 

学科 日期 读本 导读人 

历史组 13-07-17 《菊花与刀》 何赞辉 

商科组 19-07-17 《谢谢你迟到了》 林政洋 

电脑组 04-08-17 《心智图法理论与应用》 陆志明、陈心怡、林绮珊 

华文组 05-09-17 《故事造型师》 何征仓 

华文组 05-09-17 《写在课本留白处》 白瑞芬 

 
 

二、推动教师读书会所遭遇之困难 

（一）教师个人因素 
    就参与心态而言，一些教师参与动机不强，从推荐读本、遴选读本、阅读读本、
出席读书会，都处于被动状态。 
 
（二）教学与行政事务困扰 
    教师长期制约于正规课程事务，如备课、代课、批阅作业、催收作业、出考题等
事务，同时也忙于处理班级经营事务，尽管半年前已领取读本，至读书会当日，教师
依然无法完成阅读。 
    
（三）各种活动、会议与读书会时间冲突 
    海绵读书会在一至两个月前就已确定读书会日期，开始宣传阅读活动，但原本已
经报名参与的教师，也往往会因班主任会议、班级竞赛活动、学会事务等等各种因素
困扰，导致临时请假，无法出席。 
 
（四）采购读本耗时 
    每场读书会参与人数从 5至 20人皆有，所决定采用之读本，从订购至派发给与会
者，往往须耗时 2至 3个月。有时订了日期举办读书会，可是读本无法于假期前领
取，教师错过于假期读书的大好时机。 
 
 贰、教师对参与读书会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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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师对参与读书会之看法 
 

 为了解教师对学校筹办之读书会的看法，研究者抽样对海绵读书会会友、读书会
导读人、科主任等 14人进行问卷调查。教师回应如下： 

      
        教师是一门专业行业，必须不断自我提升，方能树立更好的身教与言教。而 

        阅读好书便是其中一种把他人智慧内化、并让自己内在产生化学作用的好 

        方法。 -T1 

 
    海绵读书会从派书、象征性的收费（书钱便宜到烂），还有茶点，都是“一 

    级棒”的。我对读书会的要求，会高一些，希望导读者能从书中“发现”问 

    题，让参与者能在其中反思、沉淀。其实通过 PPT带动导读，是很不错的办 

    法。我对海绵读书会的感受是深刻的。有一群志同道合的老师一起读书，感 

    觉很好。-T2 

 

         我喜欢参加读书会，因为患上了“阅读贪婪症”，想多读几本书，也想知道 
                  今天年轻一辈在看什么书，他们会推荐什么书，我要跟进。 -T3 
 

        整体感觉仍是相当欢喜的，因为透过读书会的导读与交流环节，见识也开阔 

        不少。作为教师，其实需要不断地提升自己，而读书就是最好的管道之一。  

        尊孔的教学环境及琐碎繁杂的工作量好多时候已经让老师们感到负荷不了， 

        所以一般空档时间通常都是用来休息。然而久而久之这一种生活就会让老师    

        们变得麻木，自身的程度与内涵也就停留于此。所以啊，一定要读书！                                                                  

                                                                     -T4 

 

        教师需要两位好朋友，协助自己在教育上更加有远见，也更有人生智慧。一 

        位叫做“旅行:增广见闻”，另一位就叫做“阅读:增加智慧和阅历”。                                                                            

                                                                     -T5 

 
        关于历史组的读书会，历史组选读与日本历史相关的《菊花与刀》，同组老 

        师都仔细阅读选读读物，在讨论环节，同组老师也能够与其他相关知识做连 

        接，效果不错。另外，历史组选的是同组老师都觉得有兴趣阅读的读本，所 

        以读书会效果好。 -T6 
 

阅读不只是一种爱好，不是一目十行，阅读好书，要深入思考，才会发现书

中的精华。读书会让我能够从阅读中知道这是不是一本好书。-T7 

 
    参加读书会很好，因为有时我想看书，也不知道看哪一本。读书会给我读本  

    的介绍，让我比较有阅读方向。很可惜今年海绵读书会的活动少了，我的学 

        科没有办学科读书会，所以我今年参加的次数少了！-T8 

 

        教师读书会的书是学校提供的，所以老师每年都获得一本赠书，很感恩！          
                                                                      -T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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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感觉蛮好的，因为每次都是吃了一些东西后，大家轻松交流，也没有 

        什么压力。虽然有时我也没有整本书读完，不过听别人分享，也是有收获 

        的。-T13   

                 
二、教师参与读书会之收获 

 
   参加读书会是为了督促要自己读书。当一位老师，最重要的还是自我增强。阅 

   读、分享、做研究，是让自己不停止学习的途径。很多时候，要备课、要带学 

   会、办活动、辅导学生、改作业，甚至照顾自己的家庭，根本就没让自己有充 

   足的睡眠，何谈阅读呢？参加学校举办的读书会，即使没能让自己好好读完一 

   两本书，但至少读了一些，再通过老师们的一起讨论，真是获益不浅。有几场 

   读书会是我感觉深刻的：陆老师导读的绘本（那本鲸鱼的）、《安妮日记》； 

   傲程老师的《佐贺的超级阿嬷》、玮心老师导读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林 

   金城导读的《味觉散步》等，至今我还难忘。还有难忘陆老师为我们买的棠记 

   糕点。原来，一场读书会，最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的，是参与读书会的人、地     

   点、书本和糕点。  -T2                        

 

       精神愉快！心灵丰收！听了许多后晋老师的读后感，长知识了。-T3 
 

       参加读书会我感觉心理很宁静，那份宁静来自阅读后的满足感，以及自己那份 

       愚昧的减少，智慧的增长。 -T5 

 
       本人喜欢历史与社会科学类别的书籍，非常喜欢《菊花与刀》与《东西的故 

       事》这两本书，在与其他老师讨论中，也能够获得其他自己没有发觉的资讯。        

       至于全校教师读书会，本人选读《东西的故事》，该书内容是关于人类消费与  

       地球资源的相互课题分析。翠萍老师的主持相当好，每一位老师也能够针对书 

       本内容进行讨论与分享，也能够回到本身的生活环境、消费行为做反省。有些  

       比较不熟悉彼此的教师，也能在这次读书会侃侃而谈。- T6 

 

       启迪心智，很有收获!借着读书会让自己多读书；读书会有导读人，能够让我 

       更了解书籍要带出的意涵，获得新知。 -T7 

 

       我自己虽然没有条件做导读人，但每一场海绵读书会，我都积极参与。聆听导 

       读人对读本的诠释，聆听会友的交流，我都有很大的收获。自己读不明白的， 

       都能获得解答，而且，常常会有新发现，感觉很棒！-T8 

 

       加深对文本的了解，发掘出更多不同的观点。-T9 

 

我觉得有这样的读书会还不错，因为很多时候自己读书，会有不明白的地方，

如果大家可以有一个讨论，就可以解开困惑，而且讨论后也会有不一样的想

法，因为大家对读本内容的诠释会不一样。   -T10 
        

       会提醒自己要多看书,常看书，也开始发现选择一本好书,是不容易的。 

                                                                   -T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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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经常是因为读书会，自己才赶快把书读完的。平常自己也会买书，但买到 

   好书也会放在一边，每次都想等得空才看，结果很久都还没有看。-T12 

 

 
叁、教师读书会未来发展的可行性 
 
一、教师读书会实施机制应如何改善 
 
  1.关于读本 
     
    教务处可以推荐任何有关教学、学术类的书籍。一直以来，老师们选书比较 

    倾向文学类、休闲类、学生辅导类等书籍，所以教务单位在推荐教学类和学 

    术类书籍时可以比任何老师来得专业。-T2 

     

    目前的选书总是缺少文史哲类，还有几乎都是翻译书，缺少中文原创的。                                                                                                                                                  

                                                                  -T3 

    老师通常没有时间阅读，所选书籍不要太厚。-T7 

 

    全校教师读书会，其实我觉得今年的改变是可以的，就是我们选明年的书， 

    以前真的很局限，真的很难选，像今年这样就 OK。而且，我们选书是要看校 

    方提供什么书和谁来分享，其实是要先确保有导读人才提供读本。今年有提 

    供书的简介就很好，要继续这样，这样会比较吸引，因为我们大概知道它的 

    内容，选书的时候比较有方向。我有跟 x师交换书看，他那本《第十三个小 

    时》很好看，今年的书我们会私底下交换看。之前电脑组的那本 mind map， 

    我打算去看，因为我也是要教学生用 mind map。-T11 

          
                  以前读本局限在教育类型，其实我没有反对，只是我觉得现在这样更好。 类 
                  型开始增加了不少啦，可以扩大老师阅读领域。其实很多老师都有阅读的习 
                  惯，他们的领域也很广泛，让老师推荐读本，就会百花齐放，很多不一样的 
                  书出来了，包括我自己推荐的，受到老师欢迎，其实自己很开心，因为自己 
                  推荐的书有人看。-T14 
 

      2.关于导读人、主持人 
         

        如果有些读本可以请到作者前来导读效果应该更好，这当然不容易。但    

        是一些本地的作者应该比较 okay吧！-T1 

        

        在历史组读书方面，本人学习导读，同组同事也给予耐心与配合，同事彼此 

        也有丰富的互动，气氛良好，相互学习状况不错。-T6 

 

        应培养一批优秀的导读人。-T7 

 

                 导读人跟主持人身份，如果能够早点订下来会更好。因为知道自己要导读， 
                 就可以提早预备。时间很重要。我觉得主持人跟导读者一起要先讨论，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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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到，导读也不会这么辛苦，反而是一种乐趣。-T14 

 

      3.关于运作模式 
        先导读后交流，模式没问题，问题是参与者如果没有完整阅读，很难在交流 

        环节获得成效。就是缺乏抢着交流的热烈情况。建议在年尾教学分享加入读   

        书会环节，全校老师共读一本书，有两个导读人，轮流导读，全校老师交 

        流。 -T7 
       

                有人导读、有人发表读后感，虽是一般的运作方式，我觉得没不妥，若说有                    
                “瑕疵”，也许是有人在不自觉下把话题扯远了，不过，也无大碍。  -T3 
      

        自愿参与读书会的学科小组，如果能列入年尾评鉴以给予肯定，会是推动上 

        的一个加分。种瓜得瓜，多做多得（得=德） -T5。 

       

 

      4.关于学生层面的阅读活动      
        参加多场读书会后，我开始计划给自己的班级也进行了导读会。我花心思为 

        学生选书，制作学习单、分组讨论等。大家都说上课时间不够，赶课等，但 

        对我来说，一年内花一个星期时间做读书会的呈现，没有学生告诉我说，我 

        在浪费他们的时间。或许，不是每个学生都喜欢读书会，但至少，影响了一 

        些学生，也是值得去做的事。-T2 

 

        学生方面也可以进行高初中读书会，在礼堂进行，邀请外界人士导读，同时 

        谈阅读课题。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可以激发学生阅读乐趣。 -T7 

       

  5.参与人员、人数 
    一组不应该太多人，因为发言的机会不多。有发言，才能让参与者互相交流 

    及尝试创立共识。-T1 

 

    鼓励行政层老师参加。没有老师会比行政老师还要忙，所以当行政老师能参 

    与时，就没有其他老师说没时间了（私人补习不算）。 -T2 

   

        海绵读书会好像也没有什么行政主任参与，有时请假的人很多，能出席的人 

    少，可惜啊！ -T12 

     

  6.关于场次、日期、时间安排 

    老师们在参与读书会时，难免有种“又要培训”的束缚感，但当大家投入在 

    讨论时，又会滔滔不绝停不了，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在后半时间才“热情” 

    起来。因此，建议读书会用两天时间，第一天大家准备打开心扉，第二天就 

    可以投入分享和讨论了。可以考虑放在教师培训营啊，2天 1夜那种。                             

                                                                 -T2 

 

    读书会应该让老师们在年底选书，那么年终学校假期就有足够的时间来消化 

    那些书本，新学年开始后才不至于那么仓促，更不会出现为了办读书会而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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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会。-T4 

 

    继续推行，长期推行，方能见效。选择的时间，需要考虑教师的工作负荷和 

    不要撞到考试前后，教师方能全心参与，心无旁骛。-T5 

         

    以前海绵读书会安排每月一场，确实很频密。两个月一本刚刚好。今年改成 

    以学科为单位鼓励学科筹办，但我的学科没有进行，我就少了参与的机会。 

                                                               -T8 

  7.关于读后感 
    其实，读书会是应该写感想的。老师们文笔太弱了，应该要加强啊！每一年 

    对一本书写几段话，肯定比出考题来得容易啊。300字，不多，对吗？然后 

    在布告板贴出来，100多位老师，多么壮观！-T2 

 

    研究者归纳教师反馈如下： 
 
教师认同读书会是促进自我成长的管道之一，透过阅读与讨论，能促使教师进行

自我反思，与其他知识产生连接，解答自己阅读的困惑，带来新发现，增长了智慧，
心灵获得丰收。 

 
读书会也给教师提供了阅读的方向，了解他人的阅读追求，也知道如何选择好

书。而且，增进了同事之间的情谊，促进自己的阅读进度。尽管自己没读完整本书，
但聆听别人的分享也能带来收获。 

 
教师建议读书会所选读本不宜太厚，书籍可多样化，宜增加一些原创著作。读本

有适当的导读人才开场次，而且应提早选出导读人，培训教师的导读能力，本地作品
可请相关作者导读。 

 
对先导后读的运作模式表示满意，唯在读书会还难见到“抢”着发言的场面。建

议教师自愿参加读书会也能纳入教师评鉴。 
 
教师有了自己的参加读书会的经验，建议在现有模式的基础上，增加全校教师共

读的读书会，并且发挥教师的影响力，带动学生读书会，扩大班级共读，进行高初中
的共读活动。 

 
一场读书会的参与人数须作限制，参与者才有较多的发言机会。教师也认为读书

会长期进行方能见效，平均两个月有一场读书会较好，可考虑以“营”的方式办阅读
活动，或在年杪的经验分享会安排全校教师共读的环节。阅读之后，能写一点读后感
更好，也可磨练文笔。建议行政层以身作则，带动教师群的阅读氛围。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第一节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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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尊孔独中推行教师读书会进行研究，根据研究动机与目的，进行文献分

析、访谈与问卷调查，整合出研究结果，提出以下研究结论：                                 
                            

壹、 推动教师读书会之历程 
一、推动教师读书会之历程 

尊孔独中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推动、反思与调整，形成今日的教师读书会运
作模式。目前所推行之教师读书会，有行政单位推动组织的，也有在行政单
位支援下组织的，具有基于培训要求而规定教师参与的和教师民主参与的两
种情况。 
 

     二、推动教师读书会所遭遇之困难 
         教师个人因素、聚会时间方面： 

     一般教师皆认同阅读对自身的专业成长有助益，但想法与实际行动却未能一 
     致。面对读书会活动和其他班级事务、教学事务的处理优先顺序，能“排除 
     万难”参与读书会的教师并不多。 

 
         导读人与主持人方面： 

     每一场读书会是否能有效举办，导读人、主持人起着关键因素。目前校内教 
     师多是根据个人参与读书会的一些体验、个人领悟，受资源处或修研处邀约 
     担任导读人或主持人，整体运作皆在摸索中前进，教师未受过相关课程的培 
     训。 

     
贰、教师对参与读书会之看法 
     一、教师对参与读书会之态度 
         教师基本上能以正面的态度参与学校举办之读书会活动，了解到阅读对自己   
         的帮助，明白阅读是提升教师专业的方式，而且读书会形式轻松，教师也可 
         获得赠书，也满意象征式付图书费方式。 

 
 二、教师参与读书会之收获 
     根据研究结果发现，教师参加读书会后，对其一般知能有所提升，对其影响  
     有：提升阅读理解能力、增进教师对教 育新知的了解，主要原因是团体的       

         合作学习有助于彼此成长。一些教师透过读书会获得书讯，学习选书，而且 
         读书会也产生驱动教师阅读进度的作用。 

 
     教师在读书会的过程中，会再深入思考自己的阅读心得，同时将自己的先前          
     观念再作省思与检讨，养成反思精神。 
 
     教师参与读书会，多希望从对话中获得别人的经验与省思，促进自我成长。            
     在人际层面，也间接增进同事之情谊。 
 

叁、教师读书会未来发展的可行性 
 一、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与成长，尊孔独中教师读书会之运作模式趋向稳定，教师 
     也能认同阅读对个人成长之重要，但校方依然可持续探索，根据不同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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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读者阅读爱好，给予支援，鼓励教师组织读书会，拓展教师的视野。 
    
     

                         第二节 建议 
 
（一）给教师的建议 
 1.加强自我意志，克服困难，适当安排自身的学习进修活动，透过个人阅读或共 
   读，提升个人专业。 
    
 2.善用学校提供之阅读资源，参与学校筹办之读书会，共同营造教师群之阅读氛 
 
   围。教师读到好书，可向图书馆推荐采购、推广阅读，甚至自荐为读书会导读 
   人，并邀约好友参与读书会。 
  
 3.将读书会的概念推广到班级层面，引导学生组织小组读书会。 
 
（二）给学校的建议 
 1.规划举办读书会领导人知能研习课程 
   本校教师读书会的组织与推动单位、读书会导读人或主持人，皆是在摸索中推 
   行教师阅读活动，完全没有受过带领读书会方面的培训。建议校方组织和举办 
   读书会相关的研习，聘请学有专长者指导，或委派教师到国外考察学习相关知 
   识，提升教师对读书会理论与实务的认识，进而有效推广校园阅读活动。 
   
 2.将教师读书会纳入教师评鉴 
   本校自成立修研处后，逐步推动校本教师专业成长培训课程，然而，教师自主 
   参与的读书会却未能将其纳入教师成长评鉴之考量。若校方重视教师自主统筹 
   之阅读活动，相信更能提升教师参与或组织读书会的意愿。 
 

     3.营造有利于教师阅读的氛围与环境，于校园内设置方便教师进行阅读交流活动 
       的场地，推广阅读心得讨论与分享的文化，铺设阅读心得交流的平台。 

 
     4.行政单位以身作则，组织不同组群的读书活动，如校长室带领行政主任阅读关 
       于教育改革的书籍，教务处组织科主任研读关于教学法的书籍，训导处带领班 
       主任研读班级经营方面的书籍等等，让好书好文章的分享形成风气，进而才能 
       更有效影响班主任带领学生组织读书会，阅读关于各类知识和成长方面的书 
       籍。 

 
 5.一场读书会成功的关键，选对读本、读书会日期以及导读人的付出至关重要。 
   未来，统筹单位在推荐、筛选读本方面须更谨慎，并持续探究提升教师导读 
   能力之方案，校方在教师读书日也尽可能不安插其他活动。 
 

（三）给友校的建议      
     1.鼓励各校教師组织读书会，并视之为正式的教師进修活动。 

 



19 
 

 
 
                               后记 
 
要促成一场读书会的成功，从读本遴选、选定导读人与主持人、确定参与者、举

办的日期与时间、场地氛围等都起着关键作用。无论是校方、统筹单位或教师，皆须
不断努力，反思、协调、寻求共识，以促进教师读书会成长，并促进学校成为学习型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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