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菁莪釆風－學生校園刊物觀摩暨編輯營」實施計畫 

壹、 目的 

一、 強化文藝社團的動能，帶動校園寫作風氣，營造優質語文學風。 

二、 提升學生語文能力，激發文藝創作與編輯創意。 

三、 透過寫作與編輯過程，涵養團隊精神及提升合作學習之能力。 

四、 鼓勵出版學生校園刊物，並藉由校際溝通觀摩，提升刊物水準。 

貳、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承辦單位：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三、 協辦單位：國立高師大附中 

參、 活動內容及期程 

一、 報名：即日起至 107 年 5月 31日（四）止，請各校訓育組長(或社團活動組長)協助學

生至國立員林高級中學網站(http:// www.ylsh.chc.edu.tw）之「專案計畫區」內「107

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菁莪釆風－學生校園刊物觀摩暨編輯營」報名。並另填寫紙本

核章後寄送該校圖書館收。 

二、 公布錄取名單：107 年 6 月 15 日（五）中午 12 時公告於國立員林高級中學網站，

並另行寄發行前通知。 

三、 研習日期：107年 7月 16日(一)至 7月 18日(三)，共 3天 2夜。 

肆、 參加對象 

一、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校刊社社長、主編或幹部（以現高一學生為主），每校薦派學生

1~3名為原則，共 250人，額滿為止。 

二、 每校可薦派一位社團指導老師或社團活動組長隨行觀摩，本校供餐及住宿，餘請自

理，限額 20名，依報名順序錄取，額滿為止。 

三、 本研習營提供餐食及住宿，參加研習營之學生，請各校給予公假登記。參加人員請

自行攜帶筆記型電腦以應課程需要。 

伍、 研習重點： 

以編輯理念、編輯採訪實務、印刷及主題設計、標題製作等四大校刊編輯面向，課程表

如附件。 

陸、 研習地點： (另訂)。 

柒、 經費來源：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年度相關經費支應。 



捌、 其他： 

聯絡人：郭哲志主任，專線：04-8320364轉 501  E-mail：jerjyh@mail.ylsh.chc.edu.tw 

林精良組長，專線：04-8320364轉 502  E-mail：soul@ylsh.chc.edu.tw 

玖、 獎勵：辦理本活動有功人員，依規定敘獎。 

壹拾、 本計畫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mailto:jerjyh@mail.ylsh.chc.edu.tw
mailto:soul@ylsh.chc.edu.tw


107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菁莪釆風－學生校園刊物編輯研習營」課程表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地點 

107 

年 

7 

月 

16 

日 

(一) 

09：00－09：30 報到(相見歡) 員林高中團隊  

09：30－10：20 開幕式暨頒獎典禮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代表 

游源忠校長 
 

10：20－11：10 校刊競賽講評 講評委員 

11：10－12：00 校刊觀摩會 主持人：游源忠校長 

12：00－13：00 午餐 員林高中團隊  

13：10－15：10 
專題研討： 

校刊企劃與 SOP 

主持人：郭哲志主任 

主講人：惠文高中圖書館蔡

淇華主任 

 

15：10－15：30 休息 員林高中團隊  

15：30－17：30 
專題研討：專題策劃及編輯實

務 

主持人：黃千在主任 

主講人：文訊封德屏總編輯 
 

17：30－18：30 晚餐 員林高中團隊  

19：00－21：00 專題研討：文案寫作  

主持人：相青蘭組長 

主講人：匠心文創柯延婷

(貓眼娜娜)總監  

 

22：00 就寢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地點 

107 

年 

7 

月 

17 

日 

(二) 

7：00～7：30 晨間活動 員林高中團隊  

7：30～8：00 早餐 員林高中團隊  

8：00～10：00 
專題研討： 

編輯流程與印刷實務 

主持人： 王儀珍秘書 

主講人： 博客創意行銷有

限公司林政榮執行長 

 

10：00－10：10 休息 員林高中團隊  

10：10－12：10 
專題研討： 

電子刊物製作實務 

主持人：林瓊瑤主任 

主講人：GoGoFinder講師 
 

12：10－13：30 午餐 員林高中團隊  

13：30－18：00 鹿港老鎮文化采風 參觀行程  

18：00－19：30 晚餐(合菜) 員林高中團隊  

19：30－21：00 
電子刊物製作實務分組實作課

程（二）暨專題製作 
各小組輔導員  



22：00 就寢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地點 

107 

年 

7 

月 

18 

日 

(三) 

07：00－07：30 晨間活動 員林高中團隊  

07：30－08：20 早餐 員林高中團隊  

08：20－10：00 
專題研討： 

小說創作與說故事的技巧 

主持人：陳威亨主任 

主講人：朱宥勳 
 

10：00－10：10 休息 員林高中團隊  

10：10－11：50 

專題研討： 

出版的數位革命：淺談電子書

的發展與應用／數位（內容）

製作人的養成 

主持人：陳俊煌主任 

主講人：聯合線上劉俊良 

經理 

 

11：50－12：10 閉幕式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代表 

游源忠校長 

 

12：10 賦歸  

 



 

 

107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菁莪釆風－－學生校園刊物編輯營暨觀摩會」報名表 

所屬學校性質 □高級中學  □高級職業學校 □特殊教育學校 □完成中學 □綜合高中 

學校名（全銜）  所屬縣市  

身   份   別 □ 學生     □ 教師（職稱                                 ）  

姓        名  性   別 □ 男   □ 女 

身分證  字號  生   日               

來回交通方式 □自行前往 （請參考以下網址） 

□搭乘接駁專車（高鐵台中站） 

□搭乘接駁專車（台鐵彰化站） 

聯絡電話 (手機) 

(學校) 

個人信箱 mail  飲   食 □ 葷   □ 素 

緊急  聯絡人  關係  聯絡電話  

任校刊社職稱 

（教師免填） 

□社長    □文編     □美編                   

特殊情況或 

其他備註 

(特殊疾病或其他事項) 

承 辦 人（提交人）：                      

連絡電話（辦公室）：                      （手  機）                         

電子郵件：                               

  核章後請掃描電郵寄 soul@ylsh.chc.edu.tw 

  

 社團活動（訓育）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 

核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