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
運用「推廣閱讀津貼」計劃書—2020-21
目標
培養學生的
閱讀習慣及
興趣

策略 / 計劃
1. 中、英文科廣泛閱讀計劃
中文科及英文科為每班購買合適的
中、英文課外閱讀書籍，在中一至
中六級課室設立課室圖書角，供學
生於課餘或早讀時間借閱書籍，學
生也可外借書籍回家閱讀。
2. 早讀計劃

預期成效

相關級別
F.1

F.2

F.3

F.4

F.5

F.6

























大部分學生全年能完成閱讀中文及
英文書籍最少各 1-2 本，能培養學
生的閱讀興趣。

全校各班同學基本上都能夠安靜地
在課室閱讀書籍。

推行早讀計劃，逢星期二及四，每天
早上由班主任帶領學生在課室進行二
十五分鐘閱讀，讓學生養成良好閱讀
習慣。
圖書館亦會與各科、組合作推行早讀
計劃，於早讀課時派發閱讀材料供學
生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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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目標

策略 / 計劃

(按優次排列)
培養學生的
8.
3. 真人圖書館
閱讀獎勵計劃
閱讀習慣及
興趣
圖書館推行閱讀計劃，頒發獎項予
真人圖書館不限主題以小組形式進

預期成效

相關級別
F.1

F.2

F.3

F.4

F.5

F.6



















4. 八大學習領域學科分別舉辦新書介
老師好書推介
紹，並安排學生在課堂時間到圖書館

各科能讓學生認識不同範疇中的經
典讀物，並鼓勵同學借閱相關的圖
書，補充學生在有關範疇中的知
學生對老師推介的書籍感興趣，誘
識。
發學生的閱讀興趣。













參觀及閱讀。科任老師亦可自行安
圖書館會購買老師的推介圖書，連
排。
同老師所寫的推介及簡介張貼在圖
書館門外的壁報板，定期更新及以
10. 電郵通知同學，讓同學可以參考及
校外閱讀及徵文比賽
借閱。

同學能踴躍参與相關的活動或比
賽，並努力爭取佳績。

























全年借閱書籍最多的幾位同學，鼓
行，讓學生在課堂以外，在較輕鬆的
勵學生閱讀，推動閱讀風氣。
環境下聆聽老師或舊生的真人剖白和
解說 (包括生活點滴、旅行趣事、個
同時，圖書館老師亦會按照 Library
人收藏、嗜好分享、工作及讀書心得
Master 內的積分榜來檢視全校學生
等)。
的閱讀活動（如撰書電子書評、結
識網上書友等）參與狀況，並頒發
9. 八大學習領域學科圖書推廣活動
獎項予積極參與活動的同學。

備註

促進師生的溝通，也能增進學生在
能鼓勵更多同學到圖書館借閱書
學科以外的知識。同時，讓學生可
籍。
以聆聽師兄師姐的過往經驗，從而
獲得借鑑，並反思個人的成長。

配合校外閱讀及徵文比賽，在圖書館
同時，老師的推介圖書書評亦會被
展示相關資料，如指定作家書籍、與
上載至 Library Master 的電子資源庫
比賽相關議題的書籍或文獻、比賽單
中，方便同學可以隨時閱讀。
張等，為學生提供閱讀及寫作的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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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細節視
乎疫情而定

目標

策略 / 計劃

(按優次排列)
培養學生的
11. 舉辦全校性書展
5.
圖書館閱讀主題
閱讀習慣及
興趣
圖書館設立特定的閱讀主題（如﹕
由圖書館邀請書商舉辦全校性書
香港歷史、愛情小說、生死教育、
展，讓同學可以在書展挑選不同範
或漫畫等）
疇的圖書，從而增進知識、廣闊眼
，並於書架展示。圖書館
主任及職員需提早檢視館內是否有
界。

預期成效

相關級別
F.1

F.2

F.3

F.4

F.5

F.6













備註

設立閱讀主題能加強學生對特定範
能有效提升同學的閱讀興趣。
疇的知識認知；同時吸引對相關範
疇感興趣的同學前來借閱圖書。
舉行細節視
乎疫情而定

足夠相關主題的圖書進行展示。
6. 參觀中央圖書館
12.
多元工作坊
與不同學科合作舉辦工作坊，並展
中文科及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
出相關主題的書本，讓同學可以在
科舉辦「中四級中央圖書館參觀活
輕鬆環境下學習新事物，從而引發
動」，以啟發同學的閱讀層面，並增
他們去閱讀相關的書本，豐富他們
加對中央圖書館的基本認識。
的課外知識。例如：書籤設計工作

學生投入參與，完成作品。藉工作
能讓同學對公共圖書館有基本認
識，鼓勵同學自行到公共圖書館借
坊能夠增進課外學習體驗，並以多
閱圖書。
元的形式感受各類文化活動的美
好。




坊、英文藝術字工作坊、中文書
7. 中一圖書館參觀活動
法、製作立體書、STEM 工作坊
等。
安排中一學生參觀圖書館。由圖書

能讓中一學生了解使用圖書館需注
意的地方，並養成到圖書館借閱圖
書的習慣。

13. 館主任及職員介紹設備、借閱方法
世界閱讀日活動
及圖書館守則。過程中亦鼓勵同學
多使用圖書館的設備。
每年4月23日為「世界閱讀日」，為

學生能在世界閱讀日到圖書館借閱
圖書，過程中亦嘗試思考閱讀的重
要性。

連兩天的閱讀小獎勵予借書的同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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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細節視
乎疫情而定




增加同學對閱讀的興趣，會安排一



安排細節視
乎疫情而定
安排細節視
乎疫情而定











目標
(按優次排列)
培養學生的
閱讀習慣及
興趣

策略 / 計劃
14. 最佳圖書館管理員及圖書館管理員
好書自選計劃
按圖書館管理員出席率及表現選出
其中 2 名最佳圖書館管理員，可於
學期完結前獲得書券獎勵。另外，
會帶領圖書館管理員往書店自行選
擇喜愛及適合放置圖書館的書籍，
並能優先借閱。

完善館藏及
設備

1. 購買/訂閱書籍或報章雜誌

預期成效

持續更新圖書館網頁作發放消息及
推廣平台，讓學生獲取最新的圖書
館資訊，例如老師好書推介及與學
習相關的有用資訊。

F.1

F.2

F.3

F.4

F.5

F.6





































能夠鼓勵積極參與圖書館服務工
作，並在過程中培養他們對閱書的
興讀，以及增加他們對各類讀物的
了解。

持續提升館內藏書的多元性及深
度。

持續購入各類書籍，增加館內藏書
的類型，以滿足同學不同的閱讀需
要。此外，亦會購入高質素的最新
書藉，藉此吸引同學們到圖書館借
閱圖書。
2. 更新圖書館網頁

相關級別

令圖書館網頁成為同學了解各類閱
讀活動最方便快捷且統一的平台。
同時，同學亦可以在圖書館的網頁
上看到各類有意義的閱讀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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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目標
(按優次排列)
推動電子閱
讀

策略 / 計劃
1. 購買/訂閱電子閱讀書籍

預期成效

1. 全年學生閱讀狀況調查
圖書館主任將擬定問卷，並在網
上發佈，藉以檢視學生的閱讀習
慣以及對圖書館的意見及期望。

F.1

F.2

F.3

F.4

F.5

F.6

























學生可以在校外繼續閱讀，培養閱
讀的習慣。

除了增加圖書館館藏，因應手機及
平板電腦的廣泛使用，本年度圖書
館購買/訂閱電子閱讀書籍及電子雜
誌，供同學於校內及校外閱讀，同
學只需於網上登入相關網頁，便可
進行即時閱讀，讓同學可以提高閱
讀的機會。
檢討閱讀推
廣成效

相關級別

透過 e-class 問卷系統對學生的閱讀
習慣及使用圖書館的習慣進行檢
視，以及作為擬定來年閱讀推廣活
動的參考，並訂立長遠有效的校本
閱讀推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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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預算支出
項目名稱
1

預算開支

購置圖書
 實體書 (中文科廣泛閱讀計劃)
 實體書 (英文科廣泛閱讀計劃)
 電子書 (Hyread 電子書)

2.

網上閱讀計劃

3.

閱讀活動

$15,000.00
$15,000.00
$21,800.00
$0

 聘請作家、專業說故事人等進行講座/小組分享
 支付學生參加閱讀活動或比賽的報名費
 其他閱讀活動 (待定)
4.

$5,000.00
$3,000.00
$5,000.00

其他

$0
預算總計

$64,800.00

2020-21 年度津貼

$62,414.00

2019-20 年度津貼結餘

$25,5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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