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会经营-以尊孔独中为例 

分享：尊孔独中资源处主任陆素芬 



读书会经营 

• 全体教师读书会 

• 海绵读书会 

• 学科教师读书会 

• 班级学生读书会 

 



 2004 
2006 

2005 2009 

资源处首先提出组织读书

会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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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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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内才有一群老师自主地组

织读书会。 

推动教师读书之历程 



一场读书会 



2004 

 



2018年 
海绵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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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起，读本由图书馆全额赞助。

从2009年至2018年，海绵读书会已推动46场阅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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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人与主持人则由资源处与修研处作安排。 

 
2017年起，以至少5人参与，并有教师自愿

担任导读人作为明确一场读书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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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有数个学科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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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理科教师读书会 

• 特辅班教师读书会  

• 华文科教师读书会 

• 电脑科教师读书会  

• 商科教师读书会 

• 历史科教师读书会  

学科教师读书会实施办法 



（二）推动教师读书会所遭遇之困难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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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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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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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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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师对参与读书会之看法与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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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师读书会未来发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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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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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推动教师读书会之历程与所遭遇之困难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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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教师对参与读书会之看法与态度 
   （1）教师参与读书会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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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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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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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教师读书会未来发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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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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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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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促进学校成为学习型组
织。 



（二）建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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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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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没有接受过带领读书会方 
     面的培训。 

建议校方组织和举办读书会相关的研习。 

       



（2）将教师读书会纳入教师评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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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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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仔细阅读 

  

在预备阶段，读书会导读人最基本的任务就是仔细阅

读所要讨论的材料。这是必要的付出，原因也很简单，

你若不熟悉内容，就不能激发大家讨论。 

 

这种阅读按照材料的不同，投入的时间自然会有不同，

但都要你调动自己所掌握的全部阅读技巧，以求理解

作者的意思，并找出文本与当下群体的关联。 
  

读书会导读人任务 



建议读书会的导读人至少阅读三遍讨论材料。 

 

第一遍略读，了解整体脉络和主要观点； 

第二遍精读，通过做标记和批注等方式，记下重点、 

 

精彩点和疑难点，梳理详细纲要； 

第三遍重读，关注那些搅动心灵的文字，找出与个人生活以及读书会

群体的关联点。 

 

三遍阅读之后，如果还有时间，可以查看相关书评或读后感，作为参

考。 





2.做好笔记 

 

将自己的读书心得做成笔记，能使读书会导读人/主持人更为从容，因为

笔记内容可以很容易转化成现场讨论中的提示和讨论问题。每个人做笔记

的方式不同。有人喜欢先把所有的想法都收集起来，然后整理纲要；有人

喜欢在阅读之后安静回顾中记下心得；还有人喜欢讲述的方式，用录音随

时记录自己的感想，然后整理。 

 

不论如何，在上述三遍阅读过程中如果随时做好记录，可以让你更轻松地

整理自己的想法。读书会导读人/主持人的笔记任务中还要包含相关资料

的收集，作者简介、作品背景、重要引文的出处，相关经文的整理等。 



3.导读 
 

不同类型读书会的现场讨论，会采用不同的环节模块，以下几点导读人/主持人的任务是根据一种

常见的读书会方式，稍加变通，在大多数读书会中都适用。 

 

现场活动中导读人/主持人的第一项重要任务是导读读本。导读并不是“小讲座”，即使在有些情

况下（比如共读的书比较难，或者参与的成员没有提前阅读等）导读的时间加长，但也不是像讲课

一样教导大家。 
 

  

导读的作用是提供文本的概览，尽力消除一些思考的障碍，让大家的心思聚焦在文本的重点与关联

点上。 

 

一般导读要提到写作背景，内容纲要，以及在哪些方面可以与当下关联。导读过程中的各种信息往

往不能直接从文本获取，这就有赖于导读人之前的笔记整理了。 

  



4.提问 

 

合适的提问是促发有效讨论的催化剂，就像点燃一根引线能够激起漫天烟花

的绚丽绽放，好的问题也能够使整个讨论更生动精彩。 

 

读书会导读人/主持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提出好问题。 

 

有效的提问绝非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需要不断实践和尝试。 

 

导读人/主持人事先的准备非常重要，若自己没有将问题想清楚，就很难问得

明白。 
  



设计讨论问题一般要考虑以下几个要素： 

 

1. 简明易懂，让人一听就清楚要问什么，要谈什么； 

 

2. 具体明确，问题过于抽象、广泛就会让人抓不住重点，以致不能回答； 

 

3. 一次只问一个问题，以免混淆焦点，即使为了让大家更清楚问题的实质

而变换问题的形式，也仍要聚焦在一个核心问题上； 

 

4. 连贯又有层次，问题的难易衔接需要注意，以引导大家不断深入思考，

另外不同问题之间又需要有连贯性，不致于造成思维的断层。 
  



5.激发与调整 

 

现场讨论时导读人不能只是根据事先设计的问题照本宣科，而是要适时应

变，根据大家的讨论的进展“顺流而下”，适当增减问题。 

 

有时候需要现场提出更多的问题来澄清思路，深化理解，或是为了更有效

的应用。 

 

当现场出现冷场或是发言离题，导读人也需要作出调整，舍弃无效问题。 

  



导读人应当在讨论中注意观察，对少说话者引他发言，对发言太多者给予适

当的控制，尽量使每一个人都有均等的发言机会，并鼓励大家有焦点地表达。 

 

如果现场讨论非常热烈，导致预定的内容讨论不完，导读人就需要作出决断，

是否要越过那一段继续讨论余下内容。 

 

导读人需要视现场情况，采用不同方式，刺激思考，引发表达，促进讨论。 



6.小结 

 

读书会导读人还有一项任务是在讨论的过程中，注意每一个人讨论发言的中

心，在每个段落中（或每个问题）作小结，扼要地把重点重述一遍，以加深

大家的印象和记忆。每个讨论段落的小结也有助于整体讨论过程的衔接和呼

应。 

 

对于重点问题，在讨论之后总结每个人的建议、观点、立场，形成一个综合

的回答，可以使大家有机会更为冷静地重新审视问题。 

 

在全部问题讨论完之后，导读人需要再次简要回顾各个小结，以使大家对讨

论过程有整体的把握。 

  



建议： 

 

导读人在现场讨论时，随时简单记录大家分享的要点，和激发出的新问题等，

以更准确地总结和回顾。 

 

鼓励导读人和参与读书会讨论的成员合作，将整个现场讨论的要点整理成文

字记录，一方面可以使大家回忆、反思和进深思考，另一方面可以成为经验

分享，为其他读书会讨论提供示例。 



导读一本书的准备 





茶水、点心 



班级读书会 



班级读书会 



班级读书会 



班级读书会 



班级读书会 















阅读、理解、分享、讨论、写作 









好书介绍 



班级读书会-教师引导 





听课教师参与阅读分享会 



学生主持班级读书会 



班级读书会-聆听、提问、交流 



班级读书会-分享 





阅读课    念读、聆听 

 







阅读感想、心得、报告 







阅读教学公开课 图书资源、空间、学习单、方法、示范 



华文组总动员推阅读 

鼓励阅读  指导阅读报告写作  参加阅读报告比赛 



读书会-搭建表达的平台 



读本+学习单 



读本+学习单 



读本+学习单 



读本+学习单 



欢迎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