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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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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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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師資培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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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場次
(一) 時間：107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五）09:20-16:40。
(二)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B1 國際會議廳(106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 。
(三) 報名方式
1. 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https://goo.gl/cCSvub。
2. 報名時間自 107 年 10 月 9 日起至 11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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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陳儀軒助理（02-77345040，E-mail：
yishiuan.ntnu@gmail.com）。
二、中南區場次
(一) 時間：107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五）09:20-16:40。
(二) 地點：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二館 1F(131)倬章國際會議廳(62102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
路一段 168 號) 。
(三) 報名方式
1. 課程代碼：2471201 (此處無法報名)，報名網址：https://goo.gl/RXtn5Q。
2. 報名時間自 107 年 10 月 16 日至 11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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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蔡幸錦助理（05-2720411 轉 26411，Email：
ireadtw@gmail.co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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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閱讀亮點成果發表會議程

107 年度閱讀亮點學校成果發表會(北區)
時間：107 年 11 月 16 日(五)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B1 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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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1:00 專題講座
主題：閱讀與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綱
主持人：柯華葳教授(國立中央大學)
主講者：敬世龍校長(臺南復興國中)、葉運偉校長(屏大附小)、許誌庭校長(南大附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B1 國際會議廳
11:00-12:00

座談(國中)

座談(小學)

主題：閱讀與跨領域
主題：閱讀師資區域人才培育之回顧與展望
主持人：曾玉村教授(國立中正大學)、
主持人：詹士宜教授(國立臺南大學)
洪儷瑜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主講人：陳海泓教授(國立臺南大學)、
主講人：廖玉枝校長(臺中至善國中)、
薛夙芬老師(嘉大附小)
童師薇老師(臺中大墩國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B1 國際會議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愛樓一樓 114 室
中餐 / 各校交流

12:00-13:10
13:10-16:00 分組討論Ａ
主題：讀課文？不讀課
文？ (國中社會領域文
本分析)
主持人：洪儷瑜教授

分組討論Ｂ
分組討論Ｃ
主題：讀課文？不 主題：國中國文閱讀理
讀課文？ (國中自然 解策略
領域文本分析)
主持人：曾玉村教 主持人：黃秀霜教授
(國立臺南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授
發表人：
(國立中正大學) 發表人：
陳海泓教授(國立臺南大學)
王宣惠老師
發表人：
(新北青山國中小)
王秀梗老師(臺南復興國中)
戴熒霞老師
林家楠老師
(臺南復興國中) 吳淑珍教師(臺南安順國中)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柯潔茹教師(臺南大灣高中)
李忠諺老師(臺東泰源國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林川又教師(臺南中山國中)
呂明璜主任(臺東泰源國中) 博愛樓一樓 103 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博愛樓一樓 115 室
博愛樓一樓 114 室
休息時間

16:00-16:10
16:10-16:40

綜合座談
與談人：柯華葳教授(國立中央大學)、各區計畫主持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B1 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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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論Ｄ
主題：專業引
領，師資生閱讀
理解學與教的成
長和盲點（小
學）
主持人：
幸曼玲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圖書館 B1
國際會議廳

107 年度閱讀亮點學校成果發表會(中南區)
時間：107 年 11 月 23 日(五)

地點：中區‧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二館 1F(131)倬章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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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1:00 專題講座
主題：閱讀與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綱
主持人：柯華葳教授(國立中央大學)
主講者：敬世龍校長(臺南復興國中)、葉運偉校長(屏大附小)、許誌庭校長(南大附小)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二館 1F(131)倬章國際會議廳
座談(國中)

11:00-12:00

座談(小學)

主題：閱讀與跨領域
主持人：曾玉村教授(國立中正大學)、
洪儷瑜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主講人：廖玉枝校長(臺中至善國中)、
童師薇老師(臺中大墩國中)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二館
1F(135)階梯教室

主題：閱讀師資區域人才培育之回顧與展望
主持人：詹士宜教授(國立臺南大學)
主講人：陳海泓教授(國立臺南大學)、
薛夙芬老師(嘉大附小)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二館
1F(131)倬章國際會議廳

中餐 / 各校交流 (135 教室、232 教室、233 教室)

12:00-13:10

13:10-16:00 分組討論Ａ
主題：讀課文？不讀課
文？ (國中社會領域文
本分析)
主持人：洪儷瑜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發表人：
王宣惠老師

分組討論Ｂ
主題：讀課文？不
讀課文？ (國中自
然領域文本分析)
主持人：
曾玉村教授

分組討論Ｃ
分組討論Ｄ
主題：國中國文閱讀理 主題：專業引
解策略
領，師資生閱
讀理解學與教
主持人：
的成長和盲點
黃秀霜教授
（小學）

(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

發表人：
發表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海泓教授(國立臺南大學)
戴熒霞老師
林家楠老師
(臺南復興國中)
王秀梗老師(臺南復興國中)
(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國立中正大學 吳淑珍老師(臺南安順國中)
李忠諺老師(臺東泰源國中) 教育二館 233 教室 柯潔茹老師(臺南大灣高中)
呂明璜主任(臺東泰源國中)
林川又老師(臺南中山國中)
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
教育二館 232 教室
二館 1F(135)階梯教室
休息時間

16:00-16:10
16:10-16:40

綜合座談
與談人：柯華葳教授(國立中央大學)、各區計畫主持人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二館 1F(131)倬章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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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幸曼玲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
教育學院二館
1F(131)倬章
國際會議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