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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 109 年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推廣活動計畫 
 

壹、依據 

  一、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 17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24 條。 

  二、國家文官學院訂頒之「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推廣活動計畫」。 

貳、目的 

提供本府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機會，培養員工閱讀習慣，倡導閱讀風氣，

以拓展視野、活化思考，協助員工自我成長，俾利塑造本府終身學習組

織文化。 

參、主辦機關：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肆、協辦機關：本府所屬機關學校 

伍、實施對象 

本府各處暨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及約聘僱人員。 

陸、實施方式 

一、就國家文官學院公告之「每月一書」、「年度推薦經典」及「延伸閱讀」，

辦理導讀會、讀書會、主題書展或與作者有約專題演講等各式閱讀推

廣活動、閱讀心得寫作研習及領讀人培訓或各項團體學習技法之培訓

活動：  

(一)讀書會：訂定讀書會組織章程(附件一)，透過定期讀書心得及實際經

驗分享，促進與會成員情感交流，並填具簽到表(附件二)及活動紀錄

表 (附件三)以供核備。 

(二)讀書會領讀人培訓或各項團體學習技法之培訓：自行辦理或與國家文

官學院合辦或遴薦人員參與相關課程，並運用合作、共學、分享之團

體學習技法於領讀人培訓或各項閱讀推廣活動。 

(三)專書導讀會或與作者有約專題演講：自行辦理或與國家文官學院合辦，

邀請相關學者專家進行「每月一書」、「年度推薦經典」或「延伸閱讀」

書目(附件四、五)導讀會或與作者有約專題演講。 

(四)閱讀心得寫作研習活動：聘請教師或參賽經驗豐富之同仁，指導學員

寫作技巧及撰寫作品相關注意事項。  

(五)其它閱讀推廣活動 

  1、成立閱讀網站專區或部落格：規劃申請免費網頁或家族成立閱讀

專區，供同仁上網討論及分享心得，並刊登「每月一書」、「年度

推薦經典」及「延伸閱讀」之相關訊息。 

  2、每月一書推廣活動：運用本府每月出刊之人事服務月刊電子報等

電子媒體，介紹國家文官學院選出之「每月一書」，透過書籍作者

及內容的簡介，鼓勵員工養成閱讀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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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辦理主題書展：廣泛利用府內各種研習、訓練、演講等員工集會

活動，設立主題攤位，舉辦好書介紹、藏書交換、捐書活動或其

他主題活動，積極倡導閱讀風氣。 

(六) 凡參與前述活動者，各機關(單位)學校得依實際參與時間核給終身

學習時數及公假登記。 

二、專書閱讀心得寫作暨閱讀推廣績優機關競賽 

(一)各機關(單位)學校薦送作業 

  1、個人獎競賽參加人員以本計畫第伍點規定對象為限，由國家文官

學院選定年度「每月一書」指定書目(12 本)及「年度推薦經典」

(2 本)中，選擇任一書目撰寫讀書心得，於 7 月 10 日前由撰稿人

或其服務機關逕送本府人事處參賽；另由本府擇優薦送 10 篇至

國家文官學院參與全國競賽。 

  2、各機關(單位)學校公務人員及約聘僱人員(含學校校長、教師兼任

行政人員，惟教師除外)人數 50 人以下至少應薦送 1 篇；人數達

51 人以上，100 人以下至少應薦送 2 篇；人數 101 人以上至少應

薦送 3 篇心得作品。 

  3、各機關(單位)學校薦送作品請先就作品格式予以內部初審。 

  4、閱讀推廣績優機關競賽：閱讀推廣活動之成果採計期間自 108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7 月 31 日止，由各機關(單位)學校填具活

動成果統計表及評分表(附件六)，並於 109 年 8 月 1 日前，將活

動相關簽陳或公文影本、簽到表、閱讀推廣活動紀錄表 (附件三) 
及活動明細表(附件九)等佐證資料(佐證資料須依規定之格式)送
至本府人事處。  

(二)作品撰寫格式 

  1、字數限制：每篇字數最少 4,000 字，最多 6,000 字。 

  2、格式體例：送審作品 3 份，須使用未印足以辨識個人身分之資訊

(姓名或服務機關)之 A4 紙張電腦繕打，並檢附電子檔。格式為中

文直式橫書、標楷體 14 號字、行距 1.5 倍行高，段落一律左右對

齊，設定頁碼為頁尾置中，首頁顯示頁碼；版面配置上下邊界為

2.54cm，左右邊界 3.17cm，封面內頁須浮貼「作品資料表」（詳如

附件七、八）。 

   3、為尊重寫作倫理規範，引用文獻應註明出處等規定。 

(三)參加本活動寫作競賽之作品若非本活動指定書目或格式體例不合者，

不予受理。 

(四)作品評分 

1、參賽作品由本府組成評選委員會評定成績。其評分標準包括「啟

示與創見」、「內容」、「結構」及「修辭」四大項，各項評分重點

及配分比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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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標準 啟示與創見 內容 結 構 修 辭 

配分比例 30% 30% 20% 20% 

評分重點 

1.啟發深遠 

2.見解獨到 

3.具可行性

或教化意義 

1.觀照完整 

2.內容充實 

3.析述透徹 

1.結構嚴謹 

2.層次分明 

3.條理清晰 

1.語意精準 

2.語彙豐富 

3.文字優雅

動人 

2、心得寫作請針對專書內容進行詮釋分析與分享感想、創見，簡述

全書大要時，宜充分通貫全書之內涵與旨意，不宜抄錄過多專書

內容。 

(五)獎勵方式 

1、個人獎(專書閱讀心得寫作) 

   本府評選個人獎之相關人員頒發獎項及獎勵內容如下： 

     (1)第一名：核予撰稿人記功 1 次及發給圖書禮券 3,000 元整。 

     (2)第二名：核予撰稿人嘉獎 2 次及發給圖書禮券 2,000 元整。 

     (3)第三名：核予撰稿人嘉獎 1 次及發給圖書禮券 1,000 元整。 

     (4)佳作獎：7 名，發給圖書禮券 300 元整。 

   2、團體獎(閱讀推廣績優機關) 

考量競賽公平性，依機關(單位)學校配合推動本計畫情形分組評比，

區分 4 組競賽組別：機關(單位)組、國高中組、國小 1 組及國小 2
組，各機關(單位)學校應於 8 月 1 日前填具活動成果統計表及評分

表(附件六)，並檢附各項佐證資料至本府人事處參加評比，未依規

定格式檢附佐證資料者不予計分。評等及獎勵如下： 

    (1)第一名：機關首長(處長)、承辦主管及承辦人員各 1 名，核予記功

1 次之獎勵。 

    (2)第二名：機關首長(處長)、承辦主管及承辦人員各 1 名，核予嘉獎

2 次之獎勵。 

    (3)特別獎：各機關(單位)學校薦送心得作品 4 篇以上或超出應薦送

篇數 1 篇以上，並辦理專書閱讀推廣活動(讀書會、讀書會領讀人

培訓、圖書導讀會、與作者有約專題演講、閱讀心得寫作研習活

動或其他閱讀推廣活動)5 場以上，機關首長(處長)、承辦主管及

承辦人員各 1 名，核予嘉獎 1 次之獎勵；薦送心得作品 5 篇以上

或超出應薦送篇數 2 篇以上，並辦理專書閱讀推廣活動 10 場以

上，機關首長(處長)、承辦主管及承辦人員各 1 名，核予嘉獎 2 次

之獎勵。 

(六)撰稿人如有抄襲他人著作情形者，除追回禮券及行政獎勵外，若有侵

犯他人著作權等相關法律責任，由撰稿人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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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參加競賽作品恕不退還，經得獎之作品，其撰稿人應無償授權本府刊

載於網站或刊物供各界參考，不另支給稿酬。 

柒、活動管考 

    本府各機關學校辦理本計畫相關活動之情形將列入年度人事業務績效

考核之評分項目。 

捌、經費預算 

  一、本活動所需經費由本府人事處相關業務經費項下支應，並爭取國家文

官學院相關經費共享訓練資源。 

  二、本府所屬機關學校參照本計畫辦理各相關活動所需經費於各機關學校

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玖、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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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竹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 109 年讀書會組織章程(草案) 

 

壹、依據 

國家文官學院訂頒「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推廣活動計畫」辦理。 

貳、宗旨 

一、以身、心、靈的探索，自我成長為學習課業，建立新觀念，增進思

考廣度與深度，培養獨立思考與表達能力。 

二、藉由閱讀風氣，提升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人文素養，激勵其品

德修養與工作潛能。 

參、目標 

一、輔導各機關(單位)學校建立各自領域之讀書會，以培養讀書風氣。 

二、藉由本讀書會之成立，提供全體員工成長學習，建立終身學習環

境。 

三、透過讀書會定期研讀好書，提昇工作品質，並增進同事間情誼。 

肆、組織 

一、會員資格：由各機關(單位)學校籌組成立並以所屬人員（含聘用、

約僱、約用、臨時人員、技工、工友、駕駛）為會員。 

二、組織架構  

（一）召集人：各機關(單位)學校指派 1 人擔任之，配合本府實施計畫

負責讀書會活動之規劃及監督執行。 

（二）執行秘書：由召集人指定 1人擔任，負責對外聯繫、成果彙辦及

臨時交辦事項。 

（三）執行助理：由召集人指定 1人擔任，負責協助通知會員參與事宜

及臨時交辦事項。 

伍、活動方式 

一、地點：各機關(單位)學校適宜場所。 

二、內容：就國家文官學院公告之「每月一書」、「延伸閱讀」及「年

度推薦經典」，透過定期讀書心得及實際經驗分享，促進與會成員

情感交流。 

三、領讀人：由會員輪流擔任。 

四、凡參與前述活動者，各機關(單位)學校得依實際參與時間核給終身

學習時數。 

陸、成果報告： 

    召集人應於 8月 1日前，將相關活動成果，檢附簽到表及活動紀錄表

電子檔逕送本府人事處。 

柒、經費：所需經費由各機關(單位)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捌、本組織章程奉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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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新竹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名稱)讀書會簽到表(範例) 

一、時間：    年    月    日(星期    )    午    時 

二、地點：  

三、領讀人： 

四、出席人員簽到： 

 職稱 姓名 備  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本表格得視業務需要自行延伸。 

※未填列職稱者不列入出席人數計算。 

五、列席人員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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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活動紀錄表電子檔（範例） 

(承辦單位)閱讀推廣活動紀錄表 
 

序號： 

活動名稱 例：每月一書導讀會 

辦理時間 例：105 年 4 日 23 日 下午 2 時至 4 時 

指定書目 例：大哉問時代(寫作研習得免填) 

講座姓名 例：謝文憲 

講座現職 例：環宇電台主持人 

出席人數 例：123 人 

內容摘述 

活動簡介或課程內容摘要等……。 

活動照片 

 

說明：活動限「每月一書」、「延伸閱讀」及「年度推薦經典」之導讀會、讀書會及寫作

研習等相關活動始予計分，每場活動以填寫 1 頁紀錄表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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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家文官學院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活動指定書目 

 109 年度公務人員「每月一書」暨「年度推薦經典」 

領域 書 名 作者 出版社 

每

月

一

書 

公共

政策 

與 

管理

知能 

21 世紀的 21 堂課 哈拉瑞 天下文化 

數據.謊言與真相 
史蒂芬斯-大衛

德維茲 
商周 

地方創生 2.0 
神尾文彥 

松林一裕 
時報 

鋼索上的管理課 吳明璋 大寫 

OKR做最重要的事 杜爾 天下文化 

人性較量 克利斯辛 行路 

自我

發展 

與 

人文

關懷 

關於人生，你可以問問亞里斯多德 霍爾 仲間 

窮查理的普通常識 查理˙蒙格 商業周刊 

霍金大見解 霍金 天下文化 

美國的反智傳統 霍夫斯塔特 八旗 

古代中國文化講義 葛兆光 三民 

我們的島 柯金源 衛城 

年度推

薦經典 

改變歷史的書 
Robert B. 

Downs 
聯經 

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 薩孟武 三民 

註：以上 14 本書目為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指定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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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家文官學院 

109 年度公務人員推薦延伸閱讀書目 

領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公共

政策

與管

理知

能 

國家為什麼會成功 迪波曼 天下文化 

沒想到 我會變得這麼弱 朱國鳳 時報 

拚經濟 張夏準 雅言 

真確 
漢斯．羅斯林、

奧拉．羅斯林、

安娜．羅朗德 

先覺 

清單革命 葛文德 天下文化 

安靜是種超能力 張瀞仁 方舟 

自我

發展

與人

文關

懷 

臨終習題 齊特 天下文化 

用一天說歷史 詹納 馬可孛羅 

騎士守則 霍克 奇光出版 

白銀帝國 徐瑾 時報 

路 摩爾 行路 

以母之名 崔佛˙諾亞 遠流 

註：以上 12 本書目「非」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指定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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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閱讀推廣績優機關獎―成果統計表及評分表 
填報日期：  年   月   日 

機關名稱：           填表人：      電話：          預算員額數：       
人   

項次 
評審 
項目 

評審內容及配分 活動成果 得分 

一 

 

閱讀推

廣活動 

1 薦送至本府心得寫作收件篇數（每篇 3 分，分

 

篇  

2 
作品送件前事先辦理作品格式內部初審（2
分，並附佐證資料） 

□有  篇 

 
□無 

3 

辦理閱讀推廣活動參與人次總和 
（各場次參與人數總和／員額數*100 分；另每滿 10
場加 5 分，不足者不計） 

說明：限「每月一書」、「延伸閱讀」及「年度推薦

經典」之導讀會、讀書會及寫作研習等相關活

動 

場次 
 
 

人次 

二 

其 他 
 

＊此項由

本府給

分 

1 參加文官學院年度指標性閱讀推廣活動（3 分）   

2 
參賽資料完備性（0~10 分） 
說明：佐證資料需依本府提供之格式（紀錄表：word；

明細表：excel）填寫。 
  

3 
薦送至本府參賽作品獲得佳作以上之獎項(每
篇 5 分) 

  

合  計(由本府填列)  

備註： 

1. 請於 109 年 8 月 1 日前，將相關活動照片、簽陳或公文影本、閱讀推廣活動紀錄表、

活動明細表、簽到表等佐證資料送至本府人事處。 

2. 本府機關(單位)學校分組評比，依評審項目累計積分高者，評定為績優： 

(1)機關(單位)組。 

(2)國(高)中組。 

(3) 國小 1組：東園國小、民富國小、三民國小、新竹國小、東門國小、西門國小、   

載熙國小、北門國小、龍山國小、關東國小、舊社國小、建功國小、 

南寮國小。 

(4) 國小 2組：竹蓮國小、香山國小、大庄國小、頂埔國小、陽光國小、科園國小、 

內湖國小、水源國小、青草湖國小、虎林國小、高峰國小、港南國小、 

茄苳國小、南隘國小、大湖國小、朝山國小、關埔國小、華德福實驗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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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送審作品資料表 

編    號  

機關銜稱： 

作品資料 
閱讀書目： 
作品題目： 
作品字數： 

作者資料 

姓名： 

職稱：        

性別：              

地址： 

電話： 

E-MAIL 

符合下列「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推廣活動計畫」第參章規定之實施對

象（請勾選）： 
□一、各機關(構)學校組織編制中依法任用、派用之有給專任人員。
□二、各機關(構)學校除教師外依法聘任、聘用、僱用人員。 
□三、各機關(構)學校依上級機關所訂或自訂規定進用之人員。 

備註： 
一、每篇字數以 4,000 字至 6,000 字為限，以 Word 計算字數(含文

字方塊、註腳及章節附註等)。 
二、本資料表請浮貼於作品封面內頁。 
三、作品封面請勿填寫機關名稱、職稱及姓名等字樣，以示公

平。 
 

承辦人____________         機關(單位)學校首長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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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題   目 

(「題目」標楷體 24 號字加粗置中)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

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

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

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說明： 

1. 每篇字數以 4,000 字至 6,000 字為限，請針對專書內容進行詮釋分析與

分享感想、創見，簡述全書大要時，宜充分通貫全書之內涵與旨意，不

宜抄錄過多專書內容。 

2. 請檢附作品電子檔（word），內文中不應出現足以辨識個人身分之資訊，

如姓名、服務機關等。 

3. 內文格式為中文直式橫書，標楷體 14 號字，行距 1.5 倍行高，段落一律

左右對齊；設定頁碼為頁尾置中，首頁顯示頁碼；版面配置上下邊界為

2.54cm，左右邊界為 3.17cm。 

4. 內文若需設定標題者，請依下列方式書寫： 

一、… 

（一）… 

   1、… 

    (1)… 

5.內文涉及參考文獻者，請參考美國心理學會 APA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最新版出版手冊之撰寫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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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活動明細表(範例) 

一、 心得總篇數 

 

二、 辦理作品格式內部初審 

例 1：辦理初審簽文.pdf。 

例 2：自訂格式，呈現初審作業亦可。 

(以上任一項可資證明即可。) 

三、 閱讀推廣活動 

 

 

※請於 excel 檔之活動明細表填列相關活動紀錄。 

 

序號 作者 服務機關 閱讀書目(代碼) 作品題目

例 金城六 國家文官學院 1 創造非凡―《觀察的力量》心得

篇數總計：

(機關學校全銜)心得寫作競賽作品收件篇數明細表

序號 承辦單位 辦理時間 指定書目 活動類型 講座姓名 講座現職 參加人數

例1 國家文官學院 1月25日 西方正典 讀書會 薛良凱理事長 臺灣向上發展協會理事長 66

例2 國家文官學院 2月15日
(限與閱讀相關，得不註

明書目)
心得寫作研習 林志零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05年心得寫作金椽獎得獎人)
300

場次總計：

人數總計：

(機關學校全銜)辦理閱讀推廣活動明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