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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閱讀師資培訓－區域人才培育中心計畫 

106 年閱讀亮點學校成果發表會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閱讀師資培育－區域人才培育中心計畫」辦理。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閱讀師資培育－區域人才培育中心計畫」106 年亮點學校實施

計畫辦理。 

貳、 目的 

一、 基於亮點學校分享與互惠原則，透過年度成果發表活動展現計畫實行成果，並增進各學

校之教學交流。 

二、 推廣閱讀理解策略教學，增進教師閱讀教學知能，提升學生閱讀興趣與閱讀理解能力。 

參、 辦理單位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閱讀師資培訓－區域人才培育中心計畫」各區中心 

肆、 參加對象 

一、 各縣市國中、國小學校教師 

二、 各區團隊及區域人才培育中心種子教師 

三、 各區亮點學校，每校薦派至少 2 名教師參加；其他各區自由參加 

四、 其他對閱讀教學有興趣之教師或學生 

伍、 舉辦場次與報名方式 

一、 北部場次 

(一) 時間：106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五）09:20-16:40 

(二) 地點：臺北市立大學公誠樓第三會議室(100 台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 1 號) 

(三) 報名方式 

1. 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http://bit.ly/tpreadnew 

2.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106 年 11 月 3 日或額滿為止。 

3. 發表會全程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 6 小時。 

(四) 聯絡人：臺北市立大學劉昆彥助理 (02-23113040轉 4215，E-mail：

yenin617@gmail.com）；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陳儀軒助理(02-77345040，E-mail：

yishiuan.ntnu@gmail.com) 

二、 南部場次 

(一) 時間：106 年 11 月 17 日（星期五）09:20-16:40 

(二) 地點：國立臺南大學啟明苑 E308 演講廳(70005 台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 號) 

(三) 報名方式 

1. 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https://goo.gl/a5BfPa 因場地名額有限，請填寫參加組

別，以利審核。 

2. 報名時間自 106 年 10 月 16 日至 11 月 11 日或額滿為止。 

3. 發表會全程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 6 小時。 

(四) 聯絡人：臺南大學龔昕穎助理（06-2133111 轉 979，E-mail：

hykung@gm2.nutn.edu.tw）。 

http://bit.ly/tpreadnew
mailto:yenin617@gmail.com
mailto:yishiuan.ntnu@gmail.com
https://goo.gl/a5BfPa
mailto:hykung@gm2.nut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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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事項 

1. 本計畫課程若有修正或未盡事宜，將以本計畫粉絲團(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readingntnu/)及現場公告為主，不另行通知。 

2. 若有要臨時取消報名的師長，請逕行操作本報名系統取消報名，或可洽承辦人。 

3. 報到時會與師長確認用餐，若中午無須用餐的老師，請於報到時告知工作人員，

以便統計餐點訂購數量。 

4. 全程參與研習的老師，將依簽到簽退記錄於全教網核發研習時數。 

5. 會場備有飲水機，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將不提供紙杯使用。 

6. 本次場地不開放校外人士汽車進校園，請開車的師長們將愛車停至校外，或利用

路旁停車格，造成不便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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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106 年度閱讀亮點成果發表會議程 

 

106 年度閱讀亮點學校成果發表會-北部場次 

時間：106/11/10（五）    地點：臺北市立大學公誠樓第三會議室 

時間 流程 / 主題 / 地點 

09:20-09:50 報到簽到 

09:50-10:00 
長官及來賓致詞 

頒獎 

10:00-12:00 

專題講座 

主  題：閱讀策略陪伴前行‧以宜蘭、苗栗、台南松林為例 

主持人：柯華葳教授(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 

主講者：洪儷瑜教授(國家教育研究院)、陳明蕾教授(國立清華大學)、張志全校長(臺南松林國小) 

12:00-13:10 中餐 / 各校交流 

13:10-14:00 

分組討論 A1(一) 

主  題：閱讀策略教學(推

論) 

發表人：黃秀慧老師 
(嘉義市興安國小) 

分組討論 B1(三) 

主  題：教材分析與教學

(共同備課) 

發表人：花梅真老師 
(臺北市明德國小) 

分組討論 C1(二) 

主  題：國中社會領域的閱

讀理解策略教學與

推廣 

發表人：李鳳華老師 
(臺北市中等學校課程與

教學協作中心) 

14:00-14:10 休息時間 / 換場 

14:10-15:00 

分組討論 A2 

主  題：閱讀策略教學(社

會科) 

發表人：黃煥升主任 
(雲林縣東勢國小) 

分組討論 B2 

主  題：如何將課文本位閱

讀理解教學推廣至

全校 

發表人：幸曼玲教授團隊 

分組討論 C2 

主  題：數學科在國中推動

閱讀策略之方法及

成效（改寫文本） 

發表人：林國源校長 
(花蓮縣瑞穗國中) 

15:00-15:10 休息時間 

15:10-16:00 

分組討論 A3 

主  題：閱讀策略教學(自

我提問) 

發表人：蘇琬喻老師 
(新北市後埔國小) 

分組討論 B3 

主  題：談《校長閱讀領

導》~以花蓮富

里、大進國小為例 

發表人：郭瑛忠校長 
(花蓮縣大進國小) 

分組討論 C3 

主  題：我在資源班，我教

數學閱讀 

發表人：鄭羽珊老師 
(臺北市西松高中) 

16:00-16:10 休息時間 

16:10-16:40 

綜合座談 

與談人：柯華葳教授(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黃秀霜教授(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 

各區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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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閱讀亮點學校成果發表會-南部場次 

時間：106/11/17（五）    地點：國立臺南大學啟明苑 E308 

時間 流程 / 主題 / 地點 

09:20-09:50 報到簽到 

09:50-10:00 
長官及來賓致詞 

頒獎 

10:00-12:00 

專題講座 

主  題：閱讀策略陪伴前行‧以宜蘭、苗栗學校為例 

主持人：柯華葳教授(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 

主講者：洪儷瑜教授(國家教育研究院)、陳明蕾教授(國立清華大學) 

12:00-13:10 中餐 / 各校交流 

13:10-14:00 

分組討論 A1(一) 

主  題：閱讀策略教學(社

會科) 

發表人：黃煥升主任 
(雲林縣東勢國小) 

分組討論 B1(三) 

主  題：國小共備社群 

發表人：黃秀慧老師 
(嘉義市興安國小) 

分組討論 C1(二) 

主  題：閱讀策略介紹─使

用在國中社會歷史

科 

發表人：呂明璜主任 
(臺東泰源國中) 

14:00-14:10 休息時間 / 換場 

14:10-15:00 

分組討論 A2 

主  題：摘要策略教學的做

與思 

發表人：許怡潔老師 
(澎湖石泉國小) 

分組討論 B2 

主  題：教材分析與教學 

發表人：薛夙芬老師 

龔冰蕾老師 
(嘉大附小) 

 

15:00-15:10 休息時間 

15:10-16:00 

分組討論 A3 

主  題：閱讀策略教學(自

我提問) 

發表人：王靖雯老師 
(高雄七賢國小) 

分組討論 B3 

主  題：「噹！我們愛閱在

一起」：文化社群

經驗分享 

發表人：林秀娟組長 
(台南文化國小) 

分組討論 C3 

主  題：自然科在國中推動

閱讀策略之方法及

成效 

發表人：戴熒霞老師 
(臺南復興國中) 

16:00-16:10 休息時間 

16:10-16:40 

綜合座談 

與談人：柯華葳教授(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黃秀霜教授(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 

各區計畫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