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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推動閱讀的困難與解方【104年12月】

　　在思考孩子們閱讀困難背後的幾個原因後，試著採用了一些閱讀策略，希望能夠奏效，首先邀請家長協助朗讀給自己家的
孩子聽，家長幫忙將孩子所挑選的文章處理認字問題，結合家長的協助，不僅孩子讀報，更讓讀報運動延伸至家庭。到班上後
再指導如何提取訊息。依據小組設定分類主題，再教孩子用5w1h整理重點抓大綱，2-3人為一小組，針對文章進行討論與分享，
將三個人討論的結果記錄下來，成為報告的依據。因為時間都花在個別指導小組理解內容與表達能力訓練，無法學習中高年級
大哥大姊製作美美的海報，因此決定將報告內容掃描，運用投影片做「大抄」，也讓聽講的人透過畫面的輔助，對小小年紀孩
子所做的報告更為清楚。報告當天，個個孩子也都有條不紊的發表，順利完成這一次的任務。--許宜靜老師

輪值主編：基隆市尚仁國民小學

刊頭攝影：基隆市隆聖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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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教育部105年度國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教育訓練－進階課程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本文摘要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  

課程代碼：臺南場：1900202  臺北場：1900228 臺中場：1900219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2月31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學參字第1040148469號

壹、活動目標：圖書教師主要之任務乃在負責學校圖書館之經營、推動閱讀與資訊素養活動、提供資訊協助教師
教學，以提昇教師教學品質，學生閱讀興趣，並使之具備自學能力。本課程之目的即在提供圖書教師進階圖書館
經營與閱讀推廣知能。

貳、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參、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肆、合辦單位：長榮大學、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伍、研習對象：依下列順序錄取名額，額滿為止。

1.    申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4學年度國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輔導與教育訓練計畫」之國小圖書教師及
學校閱讀團隊老師。

2.    各縣市政府自行補助之國小圖書教師及學校閱讀團隊老師，以各縣市政府提供之補助學校名單為主。

3.    對本課程有興趣的國小教師。

陸、活動地點：
臺南場：長榮大學行政大樓6樓國際會議廳
臺北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
臺中場：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柒、活動時間：
臺南場：2016年01月26至28日 (週二–週四) 名額：120名
臺北場：2016年03月02至04日 (週三–週五) 名額：120名
臺中場：2016年03月22至24日 (週二–週四) 名額：120名

捌、課程規劃：

 

台南場2016年01月26至28日 (週二–週四)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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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

(星期二)

09:00-09:10 開幕  

09:10-10:40 雲端軟體與協作教學 李宗曄館員/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圖書館

10:50-12:10 公共圖書館電子資源利用與小學
圖書館之合作

楊靜宜科長/國立公共資訊圖書
館

12:10-13:30 午餐  

13:30-15:00 圖書資訊利用教育教學-圖書館
利用

許慧貞老師/花蓮縣明義國民小
學

15:10-16:40 閱讀推動結合社會資源 林怡真副執行長/台灣閱讀文化
基金會

1月27日(星
期三)

09:00-12:00 圖書資訊利用教育教學-閱讀素
養

邱怡雯老師/新北市義方國民小
學

12:00-13:30 午餐  

13:30-15:30 英文閱讀與相關資源推廣 魯慧敏老師/屏東縣西勢國民小
學

15:40-17:10 橋梁書協同教學 賴玉敏老師/新北市鶯歌國民小
學

1月28日

(星期四)

09:00-11:00 科普閱讀指導 曾品方老師/台北市萬興國民小
學

11:10-12:10 圖書資訊利用教育教學-資訊素
養

龔冰蕾老師/嘉義大學附設實驗
國民小學

12:10-13:30 午餐  

13:30-16:30 圖書資訊利用教育教學-資訊素
養

龔冰蕾老師/嘉義大學附設實驗
國民小學

16:40-17:10 綜合座談  

 

臺北場2016年03月02至04日 (週三–週五)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人

3月2日

(星期三)

09:00-09:10 開幕  



09:10-12:10 圖書資訊利用教育教學-資訊素養 龔冰蕾老師、沈桂枝老師、梁
維慧老師、曾玉娟老師/嘉義大
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12:10-13:30 午餐  

13:30-14:30 圖書資訊利用教育教學-資訊素養 龔冰蕾老師、沈桂枝老師、梁
維慧老師、曾玉娟老師/嘉義大
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14:40-16:40 科普閱讀指導 曾品方老師/台北市萬興國民小
學

3月3日

(星期四)

09:00-12:00 圖書資訊利用教育教學-閱讀素養 林詩敏老師、林玉芬老師、韓
瑞美/新竹縣竹北國民小學

12:00-13:30 午餐  

13:30-15:00 橋梁書協同教學 宋曉婷老師/桃園市大業國民小
學

15:10-17:10 英文閱讀與相關資源推廣 林心茹老師/基隆市仁愛國民小
學

3月4日

(星期五)

09:00-10:30 雲端軟體與協作教學 梁鴻栩博士生/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圖資所

10:40:12:10 閱讀推動結合社會資源 林欣怡副執行長/台灣閱讀文化
基金會

12:10-13:30 午餐  

13:30-15:00 圖書資訊利用教育教學-圖書館利
用

曾綺怡/臺北市長春國民小學

15:10-16:40 公共圖書館電子資源利用與小學
圖書館之合作

洪世昌館長/臺北市立圖書館

16:40-17:00 綜合座談  

 

點閱: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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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基隆市104年度閱讀活動閱讀教育研習、親子共讀推廣活動實施計畫

「晨讀十分鐘推動經驗分享」實施時間：104年12月30日下午1點30分到3點30分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本文摘要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2月28日

發文字號：基七教字第1040005005號

處務公告54235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動計畫作業要點

二、目標：

〈一〉推動全市閱讀活動，豐富學生閱讀內涵。

〈二〉藉推動全市「晨讀十分鐘」活動，培養學生良好之閱讀習慣。

〈三〉藉文本與作家創作經驗連結，豐富學生閱讀層次。

三、主辦單位：教育部、基隆市政府

四、承辦單位：基隆市七堵國小、百福國中

五、協辦單位：長興國小

六、辦理時間：104年1月至104年12月止

七、參與對象：全市國民中、小學

八、實施地點：七堵國小會議室〈或階梯教室〉

九、實施內容：

依104-105整體計畫辦理「閱讀教育經驗分享活動」

1.  實施時間：104年12月30日下午1點30分到3點30分

2.  實施對象：全市國民中小教師，請各校指派閱讀教育承辦人、閱讀推動教師或教師參加。

3.  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13：20--13：30 報到 七堵國小會議室

13：30--15：30 團隊經驗分享 七堵國小會議室

15：30 賦歸 七堵國小會議室

 

點閱: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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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閱讀悅讀，在尚仁

基隆市尚仁國小 張簡秀金校長

    人們常說：閱讀是想像的翅膀，可以帶我們到處遨遊無比奇幻多彩的世界，除了開拓視野，也

帶給心靈成長與滿足。

    閱讀是尚仁國小除了品德、雙語、健康之外，另一個重要的教育主軸；我們除了各班都訂有班

級彩虹書單，鼓勵孩子基本的閱讀質與量之外，也將閱讀策略納入校本課程，希望透過閱讀策略的

教導，增進孩子閱讀的理解深度。尚仁很幸運很幸福的是，閱讀推動並不孤單，一路上有一群熱愛

尚仁支持尚仁的志工家長，長期持續的協助圖書館管理，讓全校師生更能方便閱讀享受閱讀；現在

又加上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的資源、聯華企業志工、佛光山雲水書坊、人間福報……尚仁的小孩在

閱讀的量與質，因為伙伴的用心與社會資源的進駐，而有了更大幅度的進展。

    閱讀悅讀，在尚仁，真的是充滿了愛與希望，我們會持續努力。

點閱: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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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劉真看閱讀

教育家 劉真

讀書可以沉澱塵思， 昇華一個人的靈思。 --教育家 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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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滿滿的愛與希望—談尚仁的閱讀推動

基隆市尚仁國小 高瑩瑩老師

尚仁國小閱讀策略擂台

    尚仁的閱讀推動除了校本課程有閱讀策略指導，還引進了校內外的資源：家長志工組成的圖書志工、天下雜誌

的希望閱讀、佛光山雲水書坊和人間福報。

一、圖書志工

    由尚仁家長組成的圖書志工，已行之多年。他們熱愛尚仁、關心尚仁的孩子，除了幫忙圖書館理與借還書，還

常思考怎樣吸引孩子們閱讀。

志工們會不辭辛勞的經常移動圖書的位置，以期讓孩子們可以看到、拿到更好更新的各類圖書。有些志工還在值班

時自備禮物給小朋友獎勵，吸引孩子到圖書館。

    去年實施的集點換禮物活動是，小朋友只要讀完一本書，經過老師或圖書志工認證，就可得到一張點數卡，上

面有書名、認證的時間、認證人及認證的點數。同一本書，會因為孩子的程度，而給予不同的點數，最高3點。閱

讀越多，收集的點數就越多。志工們還會在一些書籍中夾藏點數卡，讓孩子們在閱讀時得到驚喜。

    學校的閱讀在老師和家長志工的通力合作下，讓小朋友更能享受閱讀的快樂。

 

 

 閱讀志工推動閱讀集點換禮物。 雲水書坊的書車風雨無阻

為孩子帶來閱讀的喜悅

二、希望閱讀

    三年前我們幸運的加入了<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的希望閱讀聯盟小學。基金會不但每年提供一百本精心挑選過

的好書，還提供各項閱讀護照、閱讀獎勵、創作活動及希望閱讀行動書車…等資源。閱讀護照裡的內容年年不同，

摘寫優美句子、、寫出對書中的疑問或是摘取書中的一句好話；孩子們每閱讀完一本書，就可找老師認證，老師會

依照孩子的閱讀能力和閱讀書目之間的對應程度給予不同的點數。

    另外，基金會並邀請企業志工到學校說故事，為孩子開拓視野。企業志工們很認真看待這項有意義的活動，會

自製精美的PPT，與孩子們分享故事；他們也很樂意配合老師進行生命教育、環境、性平…等議題選書及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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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我們也會配合基金會的安排，全員投入實施三〜五年級學生識字測驗，讓老師可以了解學童的基本閱讀能力，

進而予以補救。

三、雲水書坊

    每個月佛光山的三好媽媽及海鷗叔叔，會開著滿載書香的圖書車造訪尚仁一次，不但帶來孩子們喜歡的書籍，

還提供借閱，每次最高人氣的書就是科學漫畫、歷史地理漫畫。海鷗叔叔和三好媽媽還會用氣球折出各式各樣的寶

劍、動物等創意造型，獎勵孩子進行閱讀分享。

四、人間福報

    自前年起，我們申請了每班每天一份人間福報，讓孩子們進行讀報教育。在充滿負面、暴力的新聞中，人間福

報提供了孩子正向、溫馨的報導，對孩子品德教育有很大幫助；我們也善用這項資源，安排每個班做讀報分享。

 

 

 希望閱讀閱讀越快樂 頒獎 聯華企業志工到學校說故事

    因為有這麼多的愛，這麼多的資源，所以尚仁的孩子特別幸福，近年閱讀質與量都大大提升了。我們非常珍

惜，並衷心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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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

推動閱讀的困難與解方

基隆市尚仁國小 許宜靜老師

一年級也能夠讀懂人間福報？

    103學年度尚仁推「讀報分享」，每個月會有一個班級的孩子們要在全校的師生面
前，發表他們讀人間福報的見聞及心得。我帶的是一年級，小傢伙們國字認得沒多
少，讀人間福報是有相當難度的，許多同仁事前也為我擔心，但這並未成為推辭不做
的理由，因為這是閱讀路上必然會碰到的困難之一。結果，一年級分享的那一天，全
校師生都給了孩子們最熱烈的掌聲，家長們也在班網中給了熱烈的迴響。

  

 

理論實務全部用上

　　在思考孩子們閱讀困難背後的幾個原因後，試著採用了一些閱讀策略，希望能夠
奏效，首先邀請家長協助朗讀給自己家的孩子聽，家長幫忙將孩子所挑選的文章處理
認字問題，結合家長的協助，不僅孩子讀報，更讓讀報運動延伸至家庭。到班上後再
指導如何提取訊息。依據小組設定分類主題，再教孩子用5w1h整理重點抓大綱，2-3人
為一小組，針對文章進行討論與分享，將三個人討論的結果記錄下來，成為報告的依
據。因為時間都花在個別指導小組理解內容與表達能力訓練，無法學習中高年級大哥
大姊製作美美的海報，因此決定將報告內容掃描，運用投影片做「大抄」，也讓聽講
的人透過畫面的輔助，對小小年紀孩子所做的報告更為清楚。報告當天，個個孩子也
都有條不紊的發表，順利完成這一次的任務。

 

獅子大王到幼兒園？

　　 有了上次報告的經驗，孩子們在學期末更票選決定，將以到建德幼兒園進行戲劇
表演方式，檢視閱讀成果：為了讓班上26位孩子每一位都能上場，我們從這學期看過
書中挑出符合孩子個性與能力的三本書，分別是「是蝸牛開始的」、「獅子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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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不會寫字的獅子」進行劇本編寫，旁白與演員、台詞與動作的配合，加上走位指
導，我們利用考完試的那個禮拜完成。到幼兒園當天，分批走班進行表演，幼兒園的
小弟妹天真的反應與回饋，讓孩子們得到最大的肯定與成就，有空的家長也到現場協
助錄影，看到孩子們台上超水準的演出，有些家長甚至感動到頻頻拭淚！

  

 

閱讀的理想境界

     我樂在閱讀，也從閱讀獲益良多，所以希望培養出「會讀、享讀、懂思考、會表
達」的下一代，透過閱讀理解課程，讓孩子學會閱讀。並邀請家長們布置閱讀情境，
並利用假日親子共讀道德月刊、暖暖代誌等讀物，讓孩子們閱讀行為從學校延伸回家
庭。安排機會讓孩子們說出所閱讀的內容，我們才有機會教導。孩子們透過眼睛學到
的比用耳朵聽見的多，師長們須建立榜樣讓孩子們學習。在尚仁國小推動閱讀教育工
作很幸運的有志同道合的夥伴與許多社會資源進駐，真是幸福的事情，運用方法策略
協助孩子克服困難，「享受閱讀，也從閱讀中學習到帶得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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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希望「悅」讀--希望閱讀資源與運用策略

基隆市尚仁國小 李翠萍老師

    尚仁國小加入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的希望閱讀加盟小學後，每年獲得基金會贈送

的100本書、閱讀護照和獎勵品。

1.100本新書的運用：

從中挑出適合班級閱讀的書編入彩虹書單中，鼓勵小朋友閱讀認證，完成每學期
共同的閱讀書。其餘的繪本書採取鼓勵的方式，讓孩子自由選擇閱讀。

     閱讀對於剛入小學的某些孩子來說並不容易，這時就須借助家長的力量。實施閱讀
書單時，給家長一封信懇求其陪同孩子閱讀，培養閱讀好習慣。每天陪孩子進行十分
鐘閱讀，一方面能讓孩子練習拼音，並養成閱讀習慣，另一方面藉由親子閱讀培養更
深厚的親子關係。 

  

2.閱讀護照的運用：

    週一的晨光閱讀，先讓孩子進行10 分鐘的閱讀後，再完成一次閱讀護照登記。對於
一年級的小朋友就算只是寫出一句好話，也並不容易，尤其前十週有些小朋友連37個
注音符號都未全認得，這時採取鼓勵的方式，他願意抄寫一句話就可以。等過了三、
四週，都知道如何從書裡抄下自己喜歡的話。開始進行分享一句好話，從分享中，學
習、練習找到老師期待的好話。慢慢的，再增長一句話的長度，讓孩子寫下是完整的
一句話或一小段文句。等到下學期則希望小朋友能找到優美詞句或是書中要傳達的意
思。

     二年級時，閱讀護照主要是提問。剛開始讓孩子依閱讀理解最基礎的提訊訊息進行
提問，可以運用六w寫出提問問題，答案是單一明確的。過了五週後，大部分的孩子
已學會提取訊息的提問後，開始希望孩子進入推論訊息。透過分享，與課文教學的提
問，讓孩子不斷去熟悉學習如何提問。這部分比較困難，讓一些孩子受到挫折。不過
有些孩子學會了，甚至能提出整合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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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獎勵制度：

      孩子完成閱讀護照後，老師會依照其程度進行認證給點數。

累積的點數除了班上的積點外，還能依照基金會規定的點數進行換禮物的活動。孩子
很珍惜這些禮物，希望閱讀的三色筆，孩子拿到後，不僅喜愛，也覺得很光榮。因
此，多數的孩子都很認真進行認證，完成閱讀護照。完成100本故事書認證，能獲得
基金會的獎狀和一本故事書，校長也會親筆題字，並公開表揚。

4.另一股新力量

    去年聯華企業志工開始到學校說故事，為孩子開拓另一個新視野。企業志工們很認
真不僅自製精美的PPT，與孩子們分享故事，也會帶給孩子許多的小禮物。同時他們
也是老師的好幫手，透過溝通討論，他們為孩子進行生命教育、環境、性平…等議題
的導讀，成為老師教學的另一股新力量。

 

希望閱讀讓我們進行了一場持續進行的「悅」讀，也為孩子生命埋入了一個希望
的種子。感謝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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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教育

尚仁國小圖書館利用教育方案

基隆市尚仁國小 許宜靜老師

尚仁圖書館的靈魂

尚仁國小圖書館是孩子們最愛造訪的校園景觀之一，裡頭有超過兩萬冊圖書，乾淨的環境，溫馨的木頭地板，清楚的分類整理，孩子

們常常進去就不想出來，賴在裏頭捨不得回家呢!

但是要達到「有靈魂圖書館」的程度，光有這些硬體設備是不夠的，尚仁圖書館是真的有一批靈魂人物、也就是「志工媽媽團」全心

奉獻，才能讓閱讀教學計畫與藏書互相配合，發揮最大的效益。

分層與分程

堅強的圖書志工，周一至周五每個半天都有1-2人值勤，孩子們每節下課到圖書館都有志工媽媽協助借還書。貼心的志工們還考慮到

低年級孩子們，往往中午放學前會想要借還書，因此將服務時間涵蓋到午餐後，午休時間也有輪值的志工。志工團有計畫地配合各年級老

師推動的閱讀計畫，將老師開出來的書單張貼在顯眼處提醒孩子，還貼心地將低年級所需要的書整理在一起，配合孩子身高分層放置於書

架上。

每當學校重大活動要進行時，如開學闖關、注音符號多元評量、歲末成果發表、校慶活動等，圖書館志工都能主動詢問需要協助之

處，並提供經驗傳承建議。這學期圖書館志工配合學校推動雙語特色，將英文書籍依字彙量與內容需求分成中低年級、中高年級適合的閱

讀兩大類，加上不同顏色貼紙以利辨識，讓孩子方便依程度取用。

超越基隆市立圖書館的先進服務

學校多年前採用閱讀護照登記借還書紀錄，但因孩子們常常忘記將護照攜帶過來，影響想看書就能看書的興致，檢討之後、圖書志工

們想出了貼心的服務流程，以電子化系統條碼冊方式，取代紙本作業。為了讓每一位圖書志工能很快地辨識孩子的專屬條碼，圖書館志工

特別請資訊組長協助將每一位孩子的大頭照與條碼學號整理成冊，讓每一位來借書的孩子，只要說出自己的學號或班級、並核對相片，就

能找到自己的借還書條碼，從此借還書變成一件快樂的享受。

靈魂的溫度

知道孩子對圖書館依賴的程度、看著孩子學習與成長的喜悅，運作多年以來，圖書志工中雖然有的是已經畢業的校友家長，但仍然願

意繼續留任輪值，這份熱心與服務的精神著實令人感動，也成為尚仁大家族的美談，圖書館的靈魂也開始有了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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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國民中小學「Learn to Read」閱讀理解融入國語文領域教學
方案暨「Read to Learn」閱讀融入領域學習方案分享研習計畫

辦理時間：104年12月9日 下午13:00~17:30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本文摘要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課程代碼：1894159）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2月1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學參字第1040251845號

一、依據：

(一)       基隆市104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閱讀教育實

施計畫

(二)       基隆市閱讀推動教師試辦計畫。

二、目標：

(一)       藉由發展課文本位閱讀理解及閱讀理解融入

國語文教學方案。

(二)       藉由課文本位閱讀及閱讀理解融入國語文教

學方案跟全市教師分享。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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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藉由閱讀理解融入自然與社會領域教學方

案，推廣人文及科普閱讀方案，提升教師教學知

能。

三、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       主辦單位：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三)        承辦單位：基隆市東信國小

四、辦理時間：104年12月9日 下午13:00~17:30

五、 實 施 方 式:

（一）    「Learn to Read」閱讀理解融入國語文領域教

學歷程分享及「Read to Learn」閱讀融入社會、自然

領域教學方案研習

1.   參與對象:

(1) 本市20班以上學校遴派低、中、高年級國語文

教學教師各1名，共3名，及社會領域及自然科學領

域教學教師各1名。

(2) 本市20班~10班學校自行遴派不同年級之國語文

教學教師2名，及社會領域或自然科學領域教學教師

1名。

(3) 本市10班以下學校自行遴派國語文教學教師1

名。及社會領域或自然科學領域教學教師1名。

2.   實施地點:基隆市東信國民小學



3.   實施課程內容(分3組進行):

時間 1~3年級

組

4~6年級

組

人文閱

讀

(社會領

域)

科普閱讀

(自然領

域)

 

13:30

   |

16:30

 

A場一

陳錦惠老

師

B場一

楊雅晴老

師

社會領

域

 

陳釗文

老師

自然領域

 

莊適維老

師

A場二

張智菁老

師

B場二

李秀玲老

師

六、報名方式：請各校於104年12月9日(星期三)前至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參加。相關事宜請洽基

隆市東信國民小學教務處張文龍主任（電話：02-

24652133#10）。



七、研習時數：凡全程參與研習者，各核發研習時數3

小時，由承辦學校辦理之。

八、差假：參與研習者核給公假半日，課務派代。

九、 經費來源：104年度教育部相關補助經費向下支應

十、 預 期 效 益：

（一） 發展閱讀融入各領域教學方案，推廣

「Learn to Read」的閱讀理解學習策略。

（二） 藉由閱讀理解融入國語文領域正式評量提

升本市教師文學文本及緋文學文本之閱讀理解教學

知能。

十、獎勵：辦理本項觀摩工作人員視工作績效，依據

本市國民中小學教師服務考核敘獎標準予以鼓勵。

十一、本計畫呈市府核定後實施，修正後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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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閱讀磐石學校及國中小圖書館閱讀推 動教師分享講座

研習時間：104年12月14日星期一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本文摘要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課程代碼：1898918）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2月8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學參字第1040253627號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

中小學閱讀推動計畫作業要點。

二、目的

（一）藉由閱讀磐石學校及國中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

師分享成功經驗，協助  

      各校進行校內閱讀教育推動。

（二）透過分享交流，活化教學現場，以達有效

教學，利益學生。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基隆市政府

承辦單位：信義國小

四、辦理方式

（一）參加對象：本市各公私立學校行政人員及
對閱讀推動有興趣之教師，每校1~3名，共計80
名。

（二）研習時間：104年12月14日星期一下午1時30分至4
時30分。

（三）研習地點：基隆市信義國小會議室。

（四）報名方式：參加教師請自行上網至全國教師
在職進修網登錄報名，全程參與本活動之教師，核
給3小時研習時數。

五、研習課程表如附件一。

六、經費：由教育部或教育處補助款支應，經費概算如附
件二。

七、參加人員暨工作人員請准予公假派代。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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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獎勵：活動辦理完竣後，覈實函報敘獎人員名單。

九、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基隆市104年度閱讀磐石學校及國中小圖書

館閱讀推動教師分享講座計畫

課程表

研習時間：104年12月14日星期一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

研習時間 活  動  內  容 主 講
人

13：30~13：40 報到  

13：40~14：00 主席致辭及相關事項宣達 教育處

賴校長
麗雯

14：00~15：00 104年度本市閱讀磐石獎

獲獎教師經驗分享

武 崙 國

中

魏 伶 容

老師

15：00~15：10 中場休息  

15：10~16：10 104年度本市閱讀磐石獎

獲獎教師經驗分享

銘傳國
中

林季儒
老師

16：10~16：30 經驗交流分享 教育處

賴 校 長

麗雯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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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20 15年SMART School智慧教室計畫
- 數位教學推廣研習活 動實施計畫」

研習時間：104年12月23日 星期三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本文摘要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課程代碼：1859868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2月11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學參字第1040254335號

一、緣起 

「愛的書庫」發起單位為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以「共
讀」運作模式，透過「讀書會」閱讀習慣之養成，建構台灣為一個
多元價值、富而好禮、祥和愉悅之公民社會為宗旨。十年來已於22
個縣市成立227座「愛的書庫」，提供 70萬餘冊圖書，迄今累積超過
3598萬閱讀人次。 

因應數位時代來臨，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與台灣三星電子股份有限
公司攜手合作，結合數位軟硬體資源與教育第一線教師團隊，提升
教學的便捷與創意，在2014年，已於全台八縣市建置八座「SMART
School 」智慧教室，更舉辦數場數位教學推廣研習，提供教師進修
及分享交流；2015年規劃在基隆市、桃園市、雲林縣、屏東縣、花
蓮縣、台東縣及澎湖縣「SMART School 」智慧教室設置學校，各辦
理兩場數位教學推廣研習，盼藉此提昇教師資訊教學專業知能，並
有效整合傳統教材與數位資源，以達到數位教學推展之目標。

二、目的

透過數位教學推廣研習，提升教師數位教學專業知能，並推廣數位
教學理念，鼓勵鄰近學校教師加入數位教學推動，豐富數位教材及
教法，提昇教學品質與創意。

三、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贊助單位：台灣三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承辦單位：基隆市仁愛區仁愛國民小學

四、計畫對象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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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各國民中小學資訊組長(教師)；對參與行動學習有興趣及有興
趣成為智慧教室種子教師之校長、主任、組長、教師者。

五、研習報名

(一)請逕上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網址：
http://www3.inservice.edu.tw/)；研習課程代碼：1859868。

(二)全程參與本研習課程之教師，核予3小時研習時數。

六、研習地點

基隆市仁愛國小（基隆市仁愛區和明里5鄰仁二路139號）

活動聯絡人：楊承哲主任，02-2428-9131分機11

 

七、課程內容：

時間/日期  12月23日 星期三

13：00 – 13：30  報到

13：30 – 15：00  數位教學策略指導 國立交通大學/呂瑞蓮教授

15：00 – 16：30「SMART School」教學實務分享 2015年智慧教室教

學團隊（基隆市仁愛國小）

 

八、預期效益：

（一）有效地整合數位教材與傳統教學，提昇教學豐富度。

（二）活化教師教學效益，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三）增進教師資訊素養，並促進數位教學發展。

（四）縮短城鄉差距，提升文化不利地區之學子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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