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增置國民中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計畫申請說明會 

壹、 緣起 

為建立校園優質閱讀氛圍，整合學校閱讀資源，透過閱讀在「日常教學」的課堂實踐，帶

動教師教學方法的創新與激盪，幫助學生發現閱讀的樂趣和熱情。以學校為閱讀學習之中心並

結合各級公私立圖書館為閱讀學習之延伸，透過典範合作向下扎根閱讀教育，連結國中小校內

與各級公私立圖書館資源，期使閱讀融入學生生活脈絡中。 

 

貳、 目的 

一、協助欲申請辦理「增置國民中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計畫之學校瞭解圖書教師的角色

與職責。 

二、協助欲申請辦理「增置國民中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計畫之學校瞭解申辦作業撰寫內

容及流程。 

 

參、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臺中教育大

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偏鄉閱讀

與行動中心、國立臺東大學 

三、合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桃園市立圖書館龍潭分館、新竹縣竹北市成功國民中學、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國立東華大學 

 

肆、 參加對象 

有意申請「教育部國教署增置國民中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計畫之學校，每校錄取一

名為原則。 

 

伍、 報名方式 

一、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填寫報名表(http://www1.inservice.edu.tw/)，研習代碼請見

各場次議程。 

二、完整課程資訊請至以下網址查閱：

https://sites.google.com/view/teacherlibrariantw2/classinform/109TLplan 

三、說明會會場採自由入座，活動開始 10分鐘後，將開放現場候補入場，敬請準時入席，恕

不保留座位。 

  

https://sites.google.com/view/teacherlibrariantw2/classinform/109TLplan


陸、 說明會時間及地點 

一、 臺北場 

1. 研習日期：109年 12月 24日(四) 

2. 研習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綜合大樓 202演藝廳(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29號) 

3. 報名研習代碼： 2975699 (名額：300名；報名日期：11月 23日-12月 17日止) 

4. 課程聯絡人：鄭水柔，電話：02-7749-5428，e-mail:shueizheng@gapps.ntnu.edu.tw 

        趙子萱，電話：02-7749-5428，e-mail:catchao0819@gmail.com      

5. 研習議程：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式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北一區召集人 

林巧敏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

學研究所 

黃元鶴教授/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北二區召集人 

謝寶煖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曾品方老師/臺北市萬興國民小學 

09:10-10:10 國中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計畫

概況介紹、圖書教師的角色與職責 

(邀請中) 

10:10-10:40 圖書教師經驗分享(國小) 邱怡雯老師/宜蘭縣冬山鄉順安國小(邀請

中) 

10:40-11:40 圖書教師經驗分享(國中) 楊君方老師/新北市永和區永和國中 

11:40-12:00 綜合座談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北一區召集人 

林巧敏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

學研究所 

黃元鶴教授/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北二區召集人 

謝寶煖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曾品方老師/臺北市萬興國民小學 

 

二、 桃園場 

1. 研習日期：109年 12月 30日(三) 

2. 研習地點：桃園市立圖書館龍潭分館 1樓多功能展演空間(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 680號) 

3. 報名研習代碼： 2975691 (名額：110名；報名日期：11月 23日-12月 17日止) 

4. 課程聯絡人：鄭水柔，電話：02-7749-5428，e-mail:shueizheng@gapps.ntnu.edu.tw 

        趙子萱，電話：02-7749-5428，e-mail:catchao0819@gmail.com    

5. 研習議程：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13:30-13:50 報到 

13:50-14:00 開幕式 翁全妤主任/桃園市立圖書館龍潭分館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桃竹區召集人 

詹麗萍教授/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 

柯皓仁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

訊學研究所 

14:00-15:00 國中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計畫

概況介紹、圖書教師的角色與職責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桃竹區召集人 

詹麗萍教授/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 

15:00-15:30 圖書教師經驗分享(國小) 郭靜如老師/桃園市建德國民小學 

15:30-16:00 圖書教師經驗分享(國中) 邱秀祝老師/桃園市平鎮國民中學 

16:00-16:30 綜合座談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桃竹區召集人 

詹麗萍教授/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 

柯皓仁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

訊學研究所 

 

三、 新竹場 

6. 研習日期：110年 1月 7日(四) 

7. 研習地點：新竹縣竹北市成功國民中學階梯教室(新竹縣竹北市成功八路 99號) 

8. 報名研習代碼：2975680 (名額：100名；報名日期：11月 23日-12月 31日止) 

9. 課程聯絡人：鄭水柔，電話：02-7749-5428，e-mail:shueizheng@gapps.ntnu.edu.tw 

        趙子萱，電話：02-7749-5428，e-mail:catchao0819@gmail.com    

10. 研習議程：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13:30-13:50 報到 

13:50-14:00 開幕式 黃增新校長/新竹縣成功國民中學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桃竹區召集人 

詹麗萍教授/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 

柯皓仁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

資訊學研究所 

14:00-15:00 國中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計畫概況

介紹、圖書教師的角色與職責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桃竹區召集人 

柯皓仁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

資訊學研究所 

15:00-15:30 圖書教師經驗分享(國小) 謝淑棉老師/新竹市虎林國民小學 

15:30-16:00 圖書教師經驗分享(國中) 蕭淳憶老師/新竹市內湖國民中學 

16:00-16:30 綜合座談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桃竹區召集人 

詹麗萍教授/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 

柯皓仁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

資訊學研究所 

 

四、 臺中場 

1. 研習日期：109年 12月 22日(二) 

2. 研習地點：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2樓國際會議廳(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100號) 

3. 報名研習代碼： 2975671 (名額：230名；報名日期：11月 23日-12月 15日止) 

4. 課程聯絡人：呂瑞蓮，電話：04-22625100轉 1309，e-mail: a15061@nlpi.edu.tw 

5. 研習議程：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09:00-09:20 報到 

09:20-09:30 開幕式 劉仲成館長/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09:30-10:30 國中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計畫概

況介紹、圖書教師的角色與職責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中二區召集人 

賴苑玲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

與社會發展學系 

10:30-11:00 圖書教師經驗分享(國小) 劉美瑤老師/臺中市西區中正國小 

11:00-11:30 圖書教師經驗分享(國中) 童師薇老師/臺中市南屯區大墩國中 

11:30-12:00 綜合座談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中二區召集人 

賴苑玲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

與社會發展學系 

宋慧筠副教授/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

訊學研究所 

 

五、 雲嘉場 

1. 研習日期：109年 12月 24日(四) 

2. 研習地點：嘉義市興安國民小學視廳室(嘉義市東區興安街 35號) 

3. 報名研習代碼： 2975675 (名額：100名；報名日期：11月 23日-12月 17日止) 

4. 課程聯絡人：鄭水柔，電話：02-7749-5428，e-mail:shueizheng@gapps.ntnu.edu.tw 

5. 研習議程：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09:00-09:20 報到 

09:20-09:30 開幕式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中二區召集人 

賴苑玲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

與社會發展學系 

09:30-10:30 國中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計畫概

況介紹、圖書教師的角色與職責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中二區召集人 

賴苑玲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

與社會發展學系 

10:30-11:00 圖書教師經驗分享(國小) 黃秀慧老師/嘉義市興安國民小學 



11:00-11:30 圖書教師經驗分享(國中) 張家祥老師/嘉義縣忠和國民中學 

11:30-12:00 綜合座談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中二區召集人 

賴苑玲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

與社會發展學系 

宋慧筠副教授/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

訊學研究所 

 

六、 臺南場 

1. 研習日期：109年 12月 14日(一) 

2. 研習地點：國立臺南大學文薈樓 106室(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號) 

3. 報名研習代碼： 2975668 (名額：90名；報名日期：11月 23日-12月 7日止) 

4. 課程聯絡人：高瑋，電話：06-2133111#979，e-mail:s8201206@mail.nutn.edu.tw 

5. 研習議程：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13:00-13:20 報到 

13:20-13:30 開幕式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南區召集人 

陳海泓教授/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 

13:30-14:30 國中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計畫概況

介紹、圖書教師的角色與職責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南區召集人 

陳海泓教授/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 

14:30-15:00 圖書教師經驗分享(國小) (邀請中) 

15:00-15:30 圖書教師經驗分享(國中) (邀請中) 

15:30-16:00 綜合座談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南區召集人 

陳海泓教授/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 

***重要提醒：臺南大學因腹地有限，沒有提供車位，敬請搭乘大眾運輸或使用鄰近停車場(格) 

 

七、 高雄場 

1. 研習日期：110年 1月 11日(一) 

2. 研習地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行政大樓 10樓國際會議廳(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號) 

3. 報名研習代碼： 2975666 (名額：150名；報名日期：11月 23日-1月 4日止) 

4. 課程聯絡人：林郁涵小姐，電話：07-7172930轉 1814，e-mail:island.nknu@gmail.com 

5. 研習議程：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13:00-13:20 報到 

13:20-13:30 開幕式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南區召集人 

方金雅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師資

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13:30-14:30 國中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計畫概況

介紹、圖書教師的角色與職責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南區召集人 

方金雅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師資



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14:30-15:00 圖書教師經驗分享(國小) 李秀珠老師/高雄市鳳山區文山國小 

15:00-15:30 圖書教師經驗分享(國中) 蔡思怡老師/高雄市鼓山區七賢國中 

15:30-16:00 綜合座談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南區召集人 

方金雅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師資

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重要提醒：高雄師範大學因停車位有限，沒有提供車位，敬請搭乘大眾運輸或使用文化

中心鄰近的停車場(格) 

 

八、 屏東場 

1. 研習日期：110年 1月 13日(三) 

2. 研習地點：屏東縣立圖書館總館 5樓演講廳(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 69號) 

3. 報名研習代碼： 2975664 (名額：200名；報名日期：11月 23日-1月 6日止) 

4. 課程聯絡人：鄭水柔，電話：02-7749-5428，e-mail:shueizheng@gapps.ntnu.edu.tw 

        趙子萱，電話：02-7749-5428，e-mail:catchao0819@gmail.com    

5. 研習議程：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13:30-13:50 報到 

13:50-14:00 開幕式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南區召集人 

葉乃靜教授/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14:00-15:00 國中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計畫概況

介紹、圖書教師的角色與職責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南區召集人 

葉乃靜教授/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15:00-15:30 圖書教師經驗分享(國小) (邀請中) 

15:30-16:00 圖書教師經驗分享(國中) (邀請中) 

16:00-16:30 綜合座談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南區召集人 

葉乃靜教授/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九、 花蓮場 

1. 研習日期：109年 12月 25日（五） 

2. 研習地點：國立東華大學(壽豐校區)教育學院洋霞講堂（A109）(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

段 1號) 

3. 報名研習代碼： 2975645 (名額：140名；報名日期：11月 23日-12月 18日止) 

4. 課程聯絡人：簡子涵，e-mail:610888205@gms.ndhu.edu.tw 

5. 研習議程：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13:30-15:00 國中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計畫概況介

紹、圖書教師的角色與職責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花蓮召集人 

林意雪教授/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

能開發學系 
15:00-15:30 圖書教師經驗分享 朱苓尹老師/花蓮縣稻香國小 
15:30-16:00 綜合座談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花蓮召集人 

林意雪教授/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

能開發學系 

十、 臺東場 

1. 研習日期：110年 1月 8日(五) 

2. 研習地點：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資訊棟 2樓推廣教室(臺東縣臺東市大學路二段 369號) 

3. 報名研習代碼： 2975640 (名額：60名；報名日期：11月 23日-1月 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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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研習議程：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14:00-14:20 報到 

14:20-14:30 開幕式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臺東區召集人 

簡馨瑩副教授/國立臺東大學幼兒教

育學系 

14:30-15:30 國中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計畫概況

介紹、圖書教師的角色與職責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臺東區召集人 

簡馨瑩副教授/國立臺東大學幼兒教

育學系 

15:30-16:00 圖書教師經驗分享(國小) (邀請中) 

16:00-16:30 圖書教師經驗分享(國中) (邀請中) 

16:30-16:45 綜合座談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臺東區召集人 

簡馨瑩副教授/國立臺東大學幼兒教

育學系 

 

mailto:synsia@ntt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