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屆 「您的一票，決定愛的力量」 

結案報告書 

 

社福 

團體資料 

 

 團體名稱：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貓頭鷹親子教育協會 

 電話：02-2361-9710 

 地址： 108 臺北市萬華區漢中街 156 號 5 樓 

 專案聯絡人：陳佩詩 

台新 

輔導志工 

 姓名： 黃韻庭、林珮琪、陳詩彰 

獲贈 

公益基金 

新台幣 10 萬元 

提案內容 

（請依據當初報

名內容填寫即

可） 

 提案名稱：為愛朗讀在下楫～弱勢學童飽讀計畫 

 提案目標： 

藉由「為愛朗讀～偏鄉親師生共讀」方案，撩撥嘉義縣

下楫國小學童的閱讀興趣後，針對無法負擔圖書費用的

弱勢學童，贈予「愛讀書袋」，讓弱勢孩子被點燃的閱

讀熱情不因缺乏閱讀資源而熄滅，反之因為鼓勵更加旺

盛。 

 提案內容： 

嘉義縣下楫國小 66.7%的學生來自弱勢家庭，學習資源

有限、文化刺激也不多。本會與下楫國小「為愛朗讀～

偏鄉親師生共讀」方案，透過閱讀捲動學童的教育發

展，同時為了讓弱勢孩童不只有生理的飽食，也有心理

上的「飽讀」，於是搭配「為愛朗讀」方案規劃「愛讀

書袋」，讓無法負擔學習支出的弱勢學童，一樣有機會

滿足被勾起的閱讀渴望和學習期待，增加未來發展的機

會。嘉義縣下楫國小全校共 117 位學生，其中有 79 位

學童來自弱勢家庭。「愛讀書袋」搭配「為愛朗讀～親

師生共讀」方案的進行，贈送到這 79 位弱勢學童手中。

每個書袋預算為新臺幣 1,300 元（約 4-5 本書），將由本

會專業老師依據下楫國小學生的年級和程度差異挑選

適讀文本。 

 執行時程規劃： 

完成進度區間 完成內容 

2016/01/01 ~ 

2016/02/29 

策劃「為愛朗讀～偏鄉親師生共

讀」方案 

2016/03/01 ~ 

2016/04/30 

「為愛朗讀～偏鄉親師生共讀」

方案起跑 

2016/04/01 ~ 為弱勢學童籌備「愛讀書袋」 



2016/05/30 

2016/05/01 ~ 

2016/06/30 

贈送嘉義縣下楫國小 79 位弱勢

學童「愛讀書袋」（含帆布書袋

1 只和適讀書籍 3-4 本） 

2016/07/01 ~ 

2016/08/31 
計畫結案 

 執行費用規劃： 

「愛讀書袋」帆布袋製作 

（300 元／只×79 名弱勢學童＝23,700 元）  

「愛讀書袋」書籍 

（250 元／本×4 本×79 名弱勢學童＝79,000 元）  

提案 

執行報告 
 公益基金實際運用： 

金額 時間 運用方式 

5,400 104 年 12 月 愛讀書袋：帆布小提袋訂金 

12,450 104 年 1 月 愛讀書袋：帆布小提袋尾款 

92,134 105 年 3-4 月 愛讀書袋：書籍 

總計：109,984 元 

 提案成果 

「為愛朗讀～親師生共讀」活動，帶給嘉義縣下楫國小

全校共 107 位（註）學生嶄新的閱讀體驗和感受。學生在

「為愛朗讀～親師生共讀」活動期間，每晚在家或每早

在學校，聽到成人為他們朗讀優質的少年小說，與家長

或老師共讀 1 本超過 10 萬字的少年小說《我綁架了外

公》，除了提升家庭互動頻率及家庭教育的機會，也增

進家庭、學校的閱讀風氣，促進了偏鄉學童的閱讀教育

和文化刺激。搭配「為愛朗讀～親師生共讀」這個活動，

在引發偏鄉學童對閱讀的興趣後，藉此捐助學童「愛讀

書袋」，援助弱勢家庭學童的學習資源，增加他們累積

知識厚度的機會。 

註：本計畫提案時，下楫國小為 117 名學生；計畫執行

時，學生人數為 107 名。 

 其他補充資料（如照片、心得……）： 

（一）「為愛朗讀～親師生共讀」活動 



看見細節，提升閱讀力！ 

影片連結：http://goo.gl/qjWAFs 

無論是五年級或四年級的班導師，都說：「以前孩

子們只會拿漫畫書來看，舉辦了這個活動後，孩子們在

選擇閱讀的書籍類別上，有了明顯的變化；他們不再害

怕閱讀文字量多的書，甚至覺得文字量越多的內容越精

彩；過去，學校不斷地要求孩子閱讀，告訴孩子閱讀的

重要；但是，再多的說教，也抵不過『為愛朗讀～親師

生共讀』的成效！」 

因為「聽別人唸書的時候，可以很放鬆，但是，自

己看書的時候卻得一個字一個字的看。」五年級的學生

一語就道破箇中道理。學生在沒有壓力的情境下聽完大

人朗讀後，輕輕鬆鬆的瞭解了書裡的意涵；這是他們過

去所不知道的，過去的他們從不知道，書裡面能這麼精

準的刻劃出人性並生動地描寫出自己的內心世界。 

孩子們的看書方法是「快速的追著情節跑」！一本

書讀完了，知道了情節，就過去了。裡面的種種細節，

都是他們「跳過去」的部分，長久下來，以為孩子看了

很多書，實質上有如過眼雲煙般的一閃即過，對孩子的

影響其實有限！現在，因為大人的逐字朗讀，讓他們看

到了細節，於是赫然發現，原來文字書是這麼的好看；

當然啦，知道好東西之後，就會忍不住地一再的去品味

它了！ 

 

 

http://goo.gl/qjWAFs


聽出興趣，感受共讀的美好！ 

影片連結：http://goo.gl/qjWAFs 

誠如五年級和四年級的導師所言，104 年下半年第

一次舉辦時，無論是老師、家長或學生都處於「狀況

外」，可是今年第二次舉辦時，所有人都明暸這是怎麼

回事了，基於上學期的正向經驗，一個個都摩拳擦掌的

準備接招；過去為孩子朗讀時會有些害羞的家長，不再

害羞了；過去覺得長大了還要聽大人唸書很丟臉的高年

級學生，不再覺得丟臉了；一張張傳到學校的照片，清

清楚楚地照出為愛朗讀在家裡發酵的神奇魔力！ 

在鄉下，有很多家庭是隔代教養，孩子下課回家

後，也不知道跟老人家說什麼，老人忙完手邊的事之

後，除了看電視之外，就是打瞌睡。因為「為愛朗讀～

親師生共讀」孩子從學校帶回一本書，說：「老師說要

家長讀這本書給我聽。」阿嬤說：「我又不識字，換你

來唸給我聽好了！」就這樣孫子開始讀書給老人家聽，

沒想到聽著、聽著，老人家聽上癮了，天天期待孫子回

家讀書給他們聽，而且還會針對書中情節，跟孫子對話

呢！這是多麼美麗的畫面啊～祖孫之間，因「為愛朗讀

～親師生共讀」共築一個可以對談、可以互動的平台，

讓這對祖孫，有了更不一樣的生活情調，也給這個孩子

一個美麗的回憶。      

    

http://goo.gl/qjWAFs


   

 

 



 

 

從照片中可以看到，孩子與家人共讀多開心！一段幸福

的時間，其實很簡單就能開啟，而朗讀正是其中一把鑰

匙。 

學生感想和收穫 

五甲的林同學說： 

我以前不常看那個文字很多的書，可是現在，我很迷小

說，尤其是關於母親的。 

四甲的鄭同學說： 

自己看書，很……會覺得很無聊，有爸爸陪著比較感

覺……很愉快。 

三甲的鄭同學說： 

以前沒有常看文字書，現在就看到文字很多的書也不會

害怕了。 



（二）贈送「愛讀書袋」 

 

 

 

 



 效益的量化 

除了配合「為愛朗讀～親師生共讀」方案，與家人共讀

《我綁架了外公》這一本書外，弱勢學生能獲得「愛讀

書袋」一份（包含書袋一只，及本會依據年級和學習程

度精選的 3-5 本書）。本計畫至少有 107 對親子、12 位

教職員參與，共影響至少 226 人，並贈予下楫國小學生

445 本書： 

書名 本數 

青蛙和蟾蜍 16 

大偵探奈特 4-6 25 

大偵探奈特 1-4 25 

我綁架了外公 120 

遊樂園今天不開門 18 

巧克力冒險工廠 20 

吹口哨的孩子王 30 

金線與白靴子 18 

媽媽睡大頭覺 18 

昨天爸爸很晚回家的原因 12 

神奇的搬家機器人 18 

晴天有時哇哈哈 18 

歪歪小學的荒誕故事 25 

歪歪小學要倒了 25 

心靈積木 22 

札克檔案-複製人波佐 20 

札克檔案-我的曾祖父是貓 15 

 後續影響 

（1） 即使非方案活動期間，老師願意每天 10 分鐘為

班級學生朗讀好書。 

 



（2） 學生持續到圖書館借小說等文字書閱讀。 

 

（3） 全校師生殷切盼望這個方案活動有機會能持續

辦下去。 

 

請檢附獲贈公益基金 60%以上之收據影本，並於 2016/12/15(郵戳為憑)前寄至台

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118 號 15 樓 

收件人：張瑋珍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