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寫讀書心得報告
一、前言
讀書報告是讀完書後的心得報告。並不是東抄一句，西抄一句，而是必須把握書中要
點，再以自己的話句重加組織所整理出來的文章。它必須具備兩個必要條件：
(一)要讀書：沒讀書，信口開合，言之無物，不能稱為讀書報告。
(二) 要有心得：心得，批評，意見整理，創見。

二、讀書報告的類型：
讀書報告的類型
感發型：以個人的直覺，以表明對該書的印象與感受。
論述型：析論該書之內容旨趣、結構、技巧、並評鑑其價值、地位影響。
擷摘型：
比較型：
源流型：

三、寫作前的準備
(一)培養適當的讀書方法與技術
1.先做綱要筆記。
2.將原書的序言、導論、目次先看一遍，然後分章節將要點記下。
3.如有批評或心得應隨時記下。
4.重新綜覽筆記，然後將全書的內容大意，扼要而有系統的介紹並加以評論。
(二)選擇閱讀的書籍
1.老師指定
2.學生自訂
3.老師指定範圍，學生自訂
(三)確立寫作的範圍與內容
(四)蒐集、參閱有關該書的任何其它資料

四、讀書報告的寫作規格
★書目：
1.將選讀之書名、作者、出版處所、年月、版次，分項填寫於題目左方（行 文橫寫時）。
2.如為翻譯書籍，除譯者姓名外，應再寫出原文書名、著者姓名。
★全書提要：
1.可經由書前序文、緒文或書後跋、後記等，介紹者寫作該書之緣由及時代背景，並將
該書之結構重點，逐一介紹。（勿超過全文三分之一）
2.重點介紹作者及著書之時代背景。
3.全書之題旨大意
★心得評論：
1.感發
2.說明該書之精神與特色
3.論述
4.批判

★結語：
1.提出問題
2.表達期許
3.歸納主要意見。
★附註：
1.引用資料，應註明出處，不可掠人之美。例如：
注 1 ：梅棹忠夫著，余阿勳、劉焜輝合譯，《知識誕生的奧秘》（台北晨鐘， 民 59），頁
67-68。
注 2 ：同注 1，頁 72-79。
★參考書目：
寫作報告中，曾參閱哪些書籍、雜誌、或其他資料，均應於報告後列出書名、作者。如為雜
誌，更應列出期刊名稱及期別。
例如：梅棹忠著，余阿勳、劉焜輝合譯《知識誕生的奧秘》，向日葵新刊 1 ，台北晨鐘出
版社，民國五十九年，共 147 頁。

五、其它應注意事項：
其它應注意事項：
架構井然有序，層次條理清晰。
行文簡潔明瞭，造句暢達易讀。
批評態度客觀，立論要講證據。
懇切發掘疑問，培養洞視創見。

心得報告格式
讀書心得報告的格式，
讀書心得報告的格式，一般說來，
一般說來，有下列幾項：
有下列幾項：
一、書名
二、著者
三、出版項
四、頁數
五、內容大意
六、讀後心得
七、評語
八、附註

範例舉隅(中文
範例舉隅 中文)
中文
書名：醜醜
著者：周芬伶
出版項
出版年：民國八十年二月十日初版
出版地：北市八德路三段１２巷５１弄３４號
出版者：九砍出版社
頁數：１２６頁
內容大意：
這是一本「童書」，書寫一群告別童年的小女孩。主角吟秋，大家叫牠醜醜，
曾經是個很沒自信的孩子，常覺得自己是隻醜小鴨，因此而傷心地躲進衣櫃裡。直到
參加芭舞班，認識了很有自信的好朋友，及一名她可以去幫助的伙伴，漸漸開朗，但
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和她最親近的家人－五姑婆，一個瘦小，不美的老婦。
故事進行到最後，是芭蕾發表會及五姑婆的去世。吟秋穿著五姑婆在病重為她
縫製的一件不是舞衣的衣服上台，跳脫出小孩子愛美的膚淺，而表現出愛及寬容。五
姑婆的死，是吟秋適應很久的事，最後，她寫了封信給姑婆，小女孩，終究是成長到
了接受「死亡」了！
充滿了溫馨及純真！
心得評論：
每一次我哭，在體會吟秋的蛻變過程中，常常感動得不能自已，她是一個很平
凡的孩子，也許放眼望去，那靜靜待在角落的孩子，就有些和吟秋一樣的故事，我在
這本注音符號及炭筆插圖的故事中，印證了「愛與寬容」！那是美化一切的動力。
人們就有和「美」貼近的時候，才能聽見自己的聲音，看見自己的影子，才能
從對自己迷失中走出來，在成長的路上，最大的困擾，往往就是不知何去何從！但是
過來的忠告就像是排印的鉛字盤，反寫的字不是所有的迷途羔羊，都能正確解讀，吟
秋藉著「心」的領會，而再徬徨，勇敢地告別童年，那我們呢？
一個人若要建立起一套自己的生活方式及生命哲學，光靠科學是不夠的！當我
們對於理性及外在形式太過瞭解之後，都終將回歸到怠性而內在的生命探掘，去事尋
找一種力量讓自己活得光明而舒坦！

僅得執著，是吟秋教我的那一件事，其實，執著真的是條崎嶇的不歸路，路上
了就得克服面前即將的遍體鱗傷，因為傷痛永遠比夢想深刻而尖銳，所以漸漸圓融而
有彈性成了一般生命潮流；我們不能要求每個人都得執著，正如我們不能要求每個戰
士都死在戰場上，但是，如果你身邊，有個如此義無反顧去捍衛，去執著的人，請多
給一些支持，這是二十一世紀，一個變是唯一永恆的世紀……請向這些生命勇者致意
──即使相信自己的堅持是正確的，去堅持仍然是件辛苦的事──如果我們都可以體會
這個道理！
成長並不是將原形按照一定的比例放大；是隨著人生的起伏，對每個人做不同
程度的，不同方式的扭曲，和吟秋一起成長，是件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心情！
結語：
蝴蝶只要展翅紛飛，生命的姿趣就得到了充份的發揮，但是人類生活的價值，
是必須努力爭取，用心學習的，「成長」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台北縣樹林中學讀書心得寫作比賽得獎作品
台北縣樹林中學讀書心得寫作比賽得獎作品-中五第三名
得寫作比賽得獎作品 中五第三名 506 楊欣怡

範例舉隅(英文
範例舉隅 英文)
英文
Title：Flour babies
Author：Anne Fine
Publishing Items：
Publishing Year: 1992 AD first publication
Publishing place: U.S.A.
Publisher: Penguin Group
Pagination：41
Content：
The boys in the class 4c are the worst students in the school. They can’t write or read well.
They must do an assignment for Dr. Feltham’s Science Day. The items of the assignment:
Food, Housework, Shopping, and Children. The boys must pick one of them and do it.
They cast at last. They decided to do an assignment about Children.
What’s “ Children”? The boys must take care of the flour babies. There are three kilos of
flour in a bag. That is called “flout babies.” The boys must look after their flour babies for
three weeks and write about what happens every day in a Baby Book. And Dr. Feltham had
rules for the flour babies. It must be a mission impossible.
Most students gave up. But there was a boy who called Simon Martin doing best in the
class. Simon Martin had a mother, but no father. His father left him when he was a child.
He didn’t understand why his father left him, During the three weeks, Simon Martin finally
got it.
This story is very impressive. The auther wants to let readers know the meanings of this
story. For example, it’s hard to take care of children. We can think much about the story.
Opinions：
Parents play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in one’s life. From young to old, parents always stand
by us. They don’t complain a bit even. Oh! How great they are! But we, children, blame
our parents in all respects and show the unpleasant expressions on our face when we are in
the bad mood.
Our parents don’t owe us a debt of much money. Don’t think that our parents treating us
well is what they ought to do. We should have gratitude for them. “Parents have affection

for their children.” The parents on earth all hope that their children succeed. What
wonderful minds parents have.
I have a happy family, and I appreciate my parents very much.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tragic families in the world. A lot of problems in our modern society come from
single-parent families without love. Parents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ir children.
Children should love and respect their parents.
Conclusions：
Everyone should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anything he or she does. It would make the society orderly.
It would make the society no crime. Everyone can make it.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台北縣樹林中學讀書心得寫作比賽得獎作品-中五英文組第一名
台北縣樹林中學讀書心得寫作比賽得獎作品 中五英文組第一名 501 何美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