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 105 年度「明日閱讀」種子教師初階培訓計畫 

壹、 依據 

一、 桃園市 105 年度資訊教育推動細部計畫 

二、 桃園市 103-105 年度「明日學校」計畫 

貳、目的 

    一、為培養學生閱讀興趣，建立閱讀習慣，成為終身閱讀、終身學習者。 

二、培訓種子教師，以提升教師在數位學習和閱讀領域之專業能力。 

三、透過傳達「明日閱讀」的理念，讓校長、老師們在學校能順利推動與實施「明

日閱讀」。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桃園市中壢區大崙國民小學 

肆、上課時間與地點 

    一、上課時間：【請全程參與課程】 

（一）105 年 7 月 11 日（一）至 7/15 日（五），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二）105 年 10 月 12 日（三）、11月 9日（三）下午 1時 30 分至 3時 30 分。  

    二、上課地點：桃園市中壢區大崙國民小學。 

伍、研習內容：課程表詳見【附件一】。 

陸、參加對象： 

本市國小目前校內無明日閱讀初階培訓教師學校務必派員參加，國中學校自由參

加，每校 1~2 名，共計 80名，如有剩餘名額再行開放其他學校報名。 

柒、報名時間與方式 

    一、報名時間：105 年 6 月 15 日至 6 月 30 日止。 

    二、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報名，請至桃園市教師專業發展研習系統報名（網址：

http://passport.tyc.edu.tw，開課單位：中壢區大崙國小），為便於研習時數之

採計，故每日(共 7 天)研習採獨立報名，請欲參加研習的老師務必逐日點選報

名，如有不便之處請見諒。 

捌、研習注意事項   

    一、為節約資源及落實環保，做好垃圾減量，參與研習教師請自備環保杯/筷。 

    二、全程參與研習課程，核發研習時數 34 小時暨「明日閱讀種子教師初階培訓」結

業證書乙紙，未全程參與者(研習時數未達 30 小時以上)，依實際出席情形核給研

習時數。  
    三、若有相關問題，請洽詢大崙國小教務主任范慧美，電話 4983424 轉 210。 

玖、經費：本案所需經費【附件二】由市府教育局補助款下支列。   

 



拾、獎勵 

    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成績考核辦法」及「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規定辦

理獎勵。 

拾壹、預期效益 

    一、為在職教師增能課程，透過師資培訓，傳達「明日閱讀」的理念，讓種子老師

們在學校推動「明日閱讀」，透過持續大量閱讀與同儕相互推薦書籍，提升學

生的閱讀興趣，奠定基礎識讀能力；以數位遊戲促進學童進行讀後分享，增進

學童閱讀熱情，培養將來學習的基礎。 

    二、種子教師能夠理解與認同「明日閱讀」的理念，瞭解以下培訓重點，進而在各

校推行。 

        •何謂「明日閱讀」，它與其他閱讀有什麼不同？ 

        •「明日閱讀」的成功要素是什麼？ 

        •「明日閱讀」包含的面向、該如何進行？老師應該注意些什麼？ 

        •什麼是閱讀後續活動？為什麼要進行後續活動？ 

        •後續活動該如何進行？老師應該注意些什麼？ 

    三、透過課程培訓，瞭解「觀課」對於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性，嘗試在學校成立種

子教師社群，透過校長與行政團隊的支援，塑造學校閱讀與觀課文化。 

    四、課程結束後，可以持續進行「明日閱讀」：課堂 MSSR、家庭 MSSR、聊書、明

日書店、說書人，建立親師生網路閱讀社群，以及成立校園教師社群，分享與

推廣明日閱讀實踐經驗。 

拾貳、本計畫陳市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另行補充修正。 

 

 

 

 

 

 

 

 

 

 

 

 

 

 

 

 

 



【附件一】 

桃園市 105 年度「明日閱讀」種子教師初階培訓課程內容 

105 年 7 月 11 日（星期一）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08:40-09:00 報到  

09:00-09:20 致詞與課程說明  

09:20-10:50 「明日閱讀」理念 中央大學：陳德懷教授 

10:50-11:00 休息  

11:00-12:00 「明日閱讀」推動策略與行政配合 
新北市土城國小：謝春貞老師 
新北市新林國小：謝伶芬主任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明日閱讀」實踐經驗 
桃園市西門國小：巫苓雯老師 
桃園市瑞梅國小：吳美鳳老師 

14:00-14:15 休息（換場）  

14:15-16:00 
主題閱讀與討論：課堂閱讀 

(A 班)行政組 
(B 班)教師組 

(A 班)行政組： 
新北市土城國小：謝春貞老師 
新北市新林國小：謝伶芬主任 

(B 班)教師組： 
 桃園市西門國小：巫苓雯老師 
桃園市瑞梅國小：吳美鳳老師 

 
105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二）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08:40-09:00 報到  

09:00-09:50 「家庭 MSSR」推行經驗 桃園市文化國小：張瑞貞老師 

09:50-11:20 主題閱讀與討論：家庭閱讀 桃園市文化國小：張瑞貞老師 

11:20-11:30 休息  

11:30-12:00 
「明日夫子學院」介紹與 
「夫子課堂」使用教學 

中大團隊講師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數位康健 
交通大學 eteacher 團隊老師 

桃園市祥安國小：張志銘老師 
14:00-14:15 休息（換場）  

14:15-16:00 
「明日閱讀」系統教學： 
「明日書店」學生端 

(A 班)明日閱讀種子教師：待聘中 
(B 班)桃園市大成國小：林艾蓓老師 



105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三）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08:40-09:00 報到  

09:00-10:00 「聊書」推行經驗 
基隆市武崙國小：陳錦惠老師 
明日閱讀種子教師：待聘中 

10:00-10:10 休息  

10:10-12:00 主題閱讀與討論：聊書 
(A 班)基隆市武崙國小：陳錦惠老師 

(B 班)明日閱讀種子教師：待聘中 

12:00-13:00 午餐  

13:00-14:40 
「明日閱讀」系統教學： 

「明日書店」教師端、說書人 

(A 班)明日閱讀種子教師：待聘中 
 (B 班) 桃園市文化國小：張瑞貞老師 
（助教：桃園市文化國小：鄒惠生主任） 

14:40-14:50 休息  

14:50-16:00 「明日閱讀」系統教學：聊書 
(A 班)中大團隊：講師、助教 
(B 班)中大團隊：講師、助教 

 

105 年 7 月 14 日（星期四）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08:40-09:00 報到  

09:00-10:50 

桃園市大崙國小觀課 
- 簡報、影片觀賞 
- 參觀班級教室 
- 交流座談 

大崙國小教師團隊 

10:50-11:00 休息  

11:00-12:00 主題閱讀與討論：MSSR成功要素 桃園市大崙國小：高德生校長 

12:00-13:00 午餐  

13:00-14:30 
「明日夫子學院」系統教學： 

帳號建置 
(A 班)中大團隊：講師、助教 
(B 班)中大團隊：講師、助教 

14:30-14:45 休息（換場）  

14:45-16:00 
主題閱讀與討論： 

MSSR常見問題與進階MSSR 
桃園市桃園國小；莊雅玲老師 

 



105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五）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08:40-09:00 報到  

09:00-10:30 閱讀理解策略 中央大學：辜玉旻教授 

10:30-12:00 
主題閱讀與討論： 
興趣閱讀與知識閱讀 

中央大學：辜玉旻教授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明日課文閱讀 
(A 班)中大團隊：講師、助教 
(B 班)中大團隊：講師、助教 

15:00-15:15 休息（換場）  

15:15-16:05 
明日語文與明日數學介紹 

綜合座談 
中大團隊（1 位講師） 

 

105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三）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暫定) 

13:10-13:30 報到  

13:30-14:30 系統教學操作常見問題 中大團隊（1 位講師） 

14:30-15:30 系統操作 Q&A 中大團隊（1 位講師） 

 

105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三）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暫定) 

13:10-13:30 報到  

13:30-14:30 明日閱讀推動常見問題與經驗分享 待聘 

14:30-15:30 明日閱讀推動 Q&A 待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