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 年度 國民小學書館閱讀推動教師教育訓練－初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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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提供國小圖書教師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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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肆、 合辦單位：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高雄市楠梓區油廠國小 

伍、 活動對象： 

限申請教育部國教署「102 年度國中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輔導與教育訓練計畫」之國小教師報

名參加。 

陸、 活動地點： 

一、 (高雄場)高雄市楠梓區油廠國小 視聽教室：高雄市楠梓區左楠路 4 號 

二、 (臺中場)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2F 國際會議廳：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100 號 

三、 (臺北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B1 國際會議廳：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 
柒、 活動時間： 

一、 (高雄場)2013 年 07 月 02-04 日 (週二–週四) 人數限制：100 名 

二、 (臺中場)2013 年 07 月 23-25 日 (週二–週四) 人數限制：100 名 

三、 (臺北場)2013 年 08 月 05-07 日 (週一–週三) 人數限制：100 名 

＊第三天下午參訪觀摩活動為顧及參訪品質，高雄場及臺北場限 102 年度新申請計畫之圖書教師

報名參加。 

 

捌、 活動規劃： 

一、高雄場 

日期 時間 講題 主持人／講師 

07 月 02 日 

(星期二)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式 陳昭珍館長/臺師大圖書館 

09:10-10:30 學校圖書館概論 陳昭珍館長/臺師大圖書館 

10:40-12:00 閱讀的重要性 凌爾祥秘書長/天下雜誌教育基金

會 

12:00-13:30 午休  

13:30-15:30 國小的閱讀規劃  

15:40-17:00 圖書館的空間改造 林芷婕校長/桃園縣華勛國小 

07 月 03 日 

(星期三) 

08:30-09:00 報到  

09:00-10:50 閱讀知能與讀本分級 陳昭珍館長/臺師大圖書館 

11:00-12:00 班級共讀與愛的書庫 愛的書庫學校老師 

12:00-13:30 午休  

13:30-15:20 國小圖書館的讀者服務 曾品方老師/臺北市萬興國小 

15:30-17:00 志工招募與管理 張雯惠老師/高雄市加昌國小 

07 月 04 日 08:30-09:00 報到  



(星期四) 09:00-12:00 分類編目與圖書館自動化 呂瑞蓮老師/交大圖書館 

12:00-13:30 午休  

13:30-16:10 高雄市鳳翔國小觀摩參訪 高雄市鳳翔國小 

16:10-16:30 綜合座談 陳昭珍/臺師大圖書館館長 

 

二、臺中場 

日期 時間 講題 主持人／講師 

07 月 23 日 

(星期二)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式 陳昭珍館長/臺師大圖書館 

09:10-10:30 學校圖書館概論 陳昭珍館長/臺師大圖書館 

10:40-12:00 閱讀的重要性 凌爾祥秘書長/天下雜誌教育基金

會 

12:00-13:30 午休  

13:30-15:30 國小的閱讀規劃 林玫伶校長/臺北市士東國小 

15:40-17:00 圖書館的空間改造 林芷婕校長/桃園縣華勛國小 

07 月 24 日 

(星期三) 

08:30-09:00 報到  

09:00-12:00 分類編目與圖書館自動化 呂瑞蓮老師/交大圖書館 

12:00-13:30 午休  

13:30-15:20 國小圖書館的讀者服務 曾品方老師/臺北市萬興國小 

15:30-17:00 志工招募與管理 張雯惠老師/高雄市加昌國小 

07 月 25 日 

(星期四) 

08:30-09:00 報到  

09:00-10:50 閱讀知能與讀本分級 陳昭珍館長/臺師大圖書館 

11:00-12:00 班級共讀與愛的書庫 愛的書庫學校老師 

12:00-13:30 午休  

13:30-16:10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參訪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6:10-16:30 綜合座談 陳昭珍/臺師大圖書館館長 

 

三、臺北場 

日期 時間 講題 主持人／講師 

08 月 05 日 

(星期一)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式 陳昭珍館長/臺師大圖書館 

09:10-10:30 學校圖書館概論 陳昭珍館長/臺師大圖書館 

10:40-12:00 Developing students’ 21st 朱啟華副教授/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century skills: inquiry learning 

through collaborative teaching 

and social media".培訓 21 世紀

的學生技能：問題導向協作教學

和社會性媒體的應用 

12:00-13:30 午休  

13:30-17:00 Using wiki to enhance 

students' collaborative group 

work and English co-writing 使

用 wiki 強化學生團隊工作及英文

寫作 

朱啟華副教授/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08 月 06 日 

(星期二) 

08:30-09:00 報到  

09:00-12:00 分類編目與圖書館自動化 呂瑞蓮老師/交大圖書館 

12:00-13:30 午休  

13:30-15:20 國小圖書館的讀者服務 曾品方老師/臺北市萬興國小 

15:30-17:00 志工招募與管理 張雯惠老師/高雄市加昌國小 

08 月 07 日 

(星期三) 

08:30-09:00 報到  

09:00-10:50 閱讀知能與讀本分級 陳昭珍/臺師大圖書館館長 

11:00-12:00 班級共讀與愛的書庫 愛的書庫學校老師 

12:00-13:30 午休  

13:30-16:10 新北市中園國小觀摩參訪 新北市中園國小 

16:10-16:30 綜合座談 陳昭珍/臺師大圖書館館長 

 

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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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代碼： 1.高雄場 

            研習課程：1324275，觀摩參訪：1327467 

           2.臺中場 

            研習課程+觀摩參訪：1324278 

           3.臺北場 

            研習課程：1324264，觀摩參訪：1326639 

研習名稱關鍵字：閱讀推動教師 

＊102 年度新任之圖書教師，請記得「研習課程」和「觀摩參訪」兩項都要報名參加哦。 

二、報名日期：6 月 10 日起至 102 年 6 月 21 日止 

三、活動聯絡人：馬郁凝(starkila99@gmail.com) 聯絡電話：（02）7734-5290 

 

壹拾、 研習時數 

http://www1.inservice.edu.tw/


一、參與研習之教師將核發研習時數，以日為單位，一日 7 小時之研習時數。 

二、全程參與之圖書教師，將於課程結束時頒發研習證書。 

 

壹拾壹、 注意事項： 

一、為響應環保，參加活動請自備環保杯及環保筷。 

二、住宿部分敬請各校自理 ，造成不便 敬請見諒 。 

三、研習提供午餐便當，若不需用餐，請在報名選項「用餐類別」中註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