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民中小學教師圖書館管理與利用研習 

壹、目的 

為提升國中小學教師圖書館管理與利用知能，推廣「愛的書庫」班級共

讀活動，臺灣閱讀文化基金會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針對國民中小學之教師

及相關人員，辦理一日研習。期望能強化國中小學圖書館經營，增進國中小

學圖書館功能，讓學生能在好的環境中，養成閱讀習慣，擴展知識視野，及

具備創造性學習與思辨能力。 

貳、 實施辦法 

一、 授課對象：各縣市國中小負責圖書館經營及閱讀推動之教師、設備組組

長、學校圖書館館員 

二、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三、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臺灣閱讀文化基金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公

共資訊圖書館、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臺東大學 

四、 贊助單位：美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 時間與地點： 

(一) 北區：106年 7 月 5 日(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B1 國際

會議廳(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 

(二) 中區：106年 7 月 5 日(三)，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二樓國際會議

廳(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100 號) 

(三) 南區：106年 7 月 27 日(四)，國立臺南大學啟明苑演講廳(臺南

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號) 

(四) 花東區：106 年 8月 25日(五)，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資訊棟

2F推廣教室(臺東市大學路二段 369 號) 

 

六、 名額限制(額滿為止)： 

(一) 北區：130人。 

(二) 中區：240 人。 

(三) 南區：200 人。 

(四) 花東區：70人。 

 

七、 聯絡人： 

(一) 北區：國小場-陳姿岑小姐，02-77345428，maggietchen@gmail.com 

              國中場-趙子萱小姐，02-77345428，catchao0819@gmail.com 

(二) 中區:陳慧珍小姐，04-22625100分機 1508，a12103@nlpi.edu.tw 

(三) 南區：李玲玲組長，06-2133111分機 260，

lingling@mail.nutn.edu.tw 

(四) 花東區：張曉倩小姐，089-518141，synsia@nt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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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報名方式：報名請至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

(http://www3.inservice.edu.tw/)各課程代碼如下： 

(一) 北區：2226326 (國小)、2227500(國中)，報名時間 106年 6月 12

日至 6月 30日截止。 

(二) 中區：2227515，報名時間 106年 6 月 12日至 6 月 30日截止。 

(三) 南區：2227595，報名時間 106年 6 月 12日至 7 月 21日截止。 

(四) 花東區：2227612，報名時間 106年 6月 12日至 8 月 18 日截止。 

 

九、議程表： 

(一)北區 
時間：106年 7 月 5 日(三)   

(國小場 8:30-12:20；國中場 13:30-17:20)  (名額限制各 130 名)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B1 國際會議廳 

聯絡人：國小場-陳姿岑小姐，02-77345428，maggietchen@gmail.com 

       國中場-趙子萱小姐，02-77345428，catchao0819@gmail.com 

 

時   間 議   程 主講人 

國小場(106年 7月 5日) 

08：00－08：30 報到 

08：30－08：40 開幕式 
臺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林巧敏教授/國立政治大學 

08：40－09：20 學校圖書館功能與圖書教師的角色 林巧敏教授/國立政治大學 

09：20－10：10 國小圖書館館藏徵集與應用 林于靖老師/雲林縣華南國小 

10：10－10：20 休息 

10：20－11：10 閱讀推廣活動融入各領域學習 辛麗真老師/高雄市博愛國小 

11：10－11：15 休息 

11：15－12：05 班級共讀及愛的書庫 賴淑娟老師／桃園市龍山國小 

12：05－12：20 綜合座談 
臺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林巧敏教授／國立政治大學 

國中場(106年 7月 5日) 

13：30－13：40 開幕式 
臺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曾淑賢館長／國家圖書館 

13：40－14：20 學校圖書館功能與圖書教師的角色 曾淑賢館長／國家圖書館 

14：20－15：10 班級共讀及愛的書庫 吳佩錦老師/臺南市學甲國中 

15：10－15：20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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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議   程 主講人 

15：20－16：10 閱讀推廣融入各領域學習 林季儒老師/基隆市銘傳國中 

16：10－16：15 休息 

16：15－17：05 國中圖書館館藏徵集與應用 陳秋雯老師/ 基隆市百福國中 

17：05－17：20 綜合座談 
臺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曾淑賢館長／國家圖書館 

  

 

(二)中區 
時間：106年 7 月 5 日(三)9:00-16:10 

地點：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二樓國際會議廳  

聯絡人：陳慧珍，04-22625100分機 1508，email：a12103@nlpi.edu.tw 

時   間 議   程 主講人 

08:30-09:00 報    到 

09:00-09:10 開幕式 劉仲成館長/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09:10-10:00 學校圖書館功能與圖書教師的角色 呂瑞蓮專員/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0:10-11:00 
閱讀推廣活動融入各領域學習 

(國中) 
童師薇老師/臺中市大墩國中 

11:10-12:00 國中小圖書館館藏徵集與應用 王靖雯老師/高雄市七賢國小 

12:00-13:00 午餐  

13:00-13:50 
閱讀推廣活動融入各領域學習 

(國小) 
李秉諺老師/苗栗縣僑成國小 

14:00-14:50 班級共讀及愛的書庫(國小) 黃艷芬老師/南投縣隆華國小 

15:00-15:50 班級共讀及愛的書庫(國中) 薛慧枝老師/新竹縣員東國中 

15:50-16:10 綜合討論 
臺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呂瑞蓮專員/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三）南區 

時間：106年 7 月 27 日(四)8:40-16:40 

地點：國立臺南大學啟明苑演講廳 (名額限制 200 名) 

聯絡人：李玲玲組長（06-213-3111轉 260，lingling@mail.nutn.edu.tw） 

時   間 議   程 主講人 

08：40－09：00 報    到 

09：00－09：10 開幕式 
陳海泓教授/國立臺南大學教育系 

臺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09：10－10：00 學校圖書館功能與圖書教師的角色 張志全校長/臺南市松林國小 

10：10－11：00 
閱讀推廣活動融入各領域學習 

（國小） 
林秀娟老師/臺南市文化國小 

11：10－12：00 班級共讀及愛的書庫（國小） 李佩燕老師/臺南市新民國小 

12：00－13：00 午    餐 

13：00－13：50 班級共讀及愛的書庫（國中） 黃愛真老師/高雄市一甲國中 

14：00－14：50 
閱讀推廣活動融入各領域學習 

（國中） 
吳冠賢老師/臺南市後甲國中 

15：00－16：30 國中小圖書館自動化與分類編目 呂瑞蓮老師/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6：30－16：40 綜合討論 
臺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陳海泓教授/國立臺南大學教育系 

 

 
（四）花東區 

時間：106年 8 月 25 日(五) 

地點：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資訊棟 2F推廣教室(名額限制 70名) 

聯絡人：張曉倩，089-518141，synsia@nttu.edu.tw  

時  間 議  程 主  講  人 

08:40~09:00 報 到 

09:00~09:10 開幕式 
臺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謝明哲館長/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 

09:10~10:00 學校圖書館功能與圖書教師的角色 簡馨瑩教授/國立臺東大學 

10:00~10:10 休息 

10:10~11:00 閱讀推廣活動融入各領域學習（國小） 徐惠玉老師/屏東縣玉田國小 



11:10~12:00 班級共讀及愛的書庫（國小） 薛秀宜老師/高雄市八卦國小 

12:00~13:00 午 餐 

13:00~14:30 國中小圖書館館藏徵集與應用 劉廉玉老師/臺東縣卑南國小 

14:30~14:40 休息 

14:40~15:30 閱讀推廣活動融入各領域學習（國中） 吳佩錦老師/臺南市學甲國中 

15:40~16:30 班級共讀及愛的書庫（國中） 黃愛真老師/高雄市一甲國中 

16:30~17:00 綜合討論 
臺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謝明哲館長/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