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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明日閱讀週」 

一、活動目的 

為推動全臺中小學晨讀運動，本校邀請各領域閱讀專家及教學現場推動教師，舉辦為

期五日之「2020明日閱讀週」活動。本活動透過巡迴方式辦理，分別至臺北、臺中、

臺南、宜蘭及花蓮進行推動理念講座與成功案例分享，敬邀全臺國中小教育相關領域

教師及有志推動閱讀之社會人士共襄盛舉。  

 

二、活動場次與報名方式 

（一）本活動共計五個場次，活動時間與地點資訊如下，詳細資訊請參考本文附件。 

（二）本活動統一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請見下表。 

 

場次 國中場 臺南場 臺北場 臺中場 花蓮場 

日期 
2020 / 08 / 06

（星期四） 

2020 / 08 / 03

（星期一） 

2020/ 08 / 04

（星期二） 

2020/ 08 / 05

（星期三） 

2020 / 08 / 07

（星期五） 

時間 9:00 ~16:30 9:00 ~16:30 9:00 ~16:30 9:10 ~16:30 9:00 ~16:30 

地點 宜蘭凱旋國中 臺南新南國小 臺北古亭國小 
國立公共資訊

圖書館 
花蓮稻香國小 

報名 

網址 
https://pse.is/QMPFL 

議程與 

聯絡資

訊 

【附件 1-1】 【附件 2-1】 【附件 3-1】 【附件 4-1】 【附件 5-1】 

交通 

資訊 
【附件 1-2】 【附件 2-2】 【附件 3-2】 【附件 4-2】 【附件 5-2】 

https://pse.is/QMP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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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國中場議程與聯絡資訊 

活動時間：2020年 08月 06日（四）9時至 16時 30分 

活動地點：宜蘭凱旋國中【視聽中心 3F】 

聯絡窗口：簡筠潔 組長，fruitfox5544@tmail.ilc.edu.tw， (03) 9255600 #202 

活動議程： 

時間 議程 說明 

09:00~09:30 報到【視聽中心 3F】 

09:30~09:45 開幕式 
貴賓致詞、明日閱讀等級認證頒獎 

主持人：陳志勇校長（宜蘭東光國中） 

09:45~09:50 報告 
社團法人中華明日閱讀協會介紹 

（李昆璉副秘書長） 

09:50~10:30 
講座
（一） 

你肯定你的 MSSR 班級有進步與博覽群書嗎？ 

如何進步？如何博覽群書？ 

陳德懷 講座教授、洪暉鈞 助理教授（國立中央大學 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10:30~12:00 
講座 

（二） 

閱讀與創造力 

洪蘭 講座教授（國立中央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12:00~13:00 
「109學年度身教式閱讀與聊書計畫」午餐會報【1F教師研習教室】/ 

非計畫參與學校午餐地點：【圖書館 3F】 

下午場活動 
明日閱讀 

主持人：陳志勇校長 

13:00~13:25 
專題
（一） 

閱推的行政歷程與社群經營 

宜蘭凱旋國中 何東興主任 

13:25~13:50 
東中交享閱行動新舞台 

臺北東湖國中 侯玉芳主任 

13:50~14:00 
對話與
交流 

主持人：柯淑惠校長（臺北東湖國中） 

14:10~14:35 
專題
（二） 

 角板山上閱讀趣 

桃園介壽國中 傅美琴校長 

14:35~15:00 
MSSR閱讀推動網紅直播聊書 

新北雙溪高中 彭盛佐校長 

15:00~15:10 
對話與
交流 

主持人：謝益修校長（桃園龍潭國中） 

15:10~15:30 茶敘【圖書館 3F】 

15:30~15:55 
專題
（三） 

跨域閱讀課程設計 

宜蘭復興國中 羅一茹教師 

15:55~16:20 
閱讀中成長，讓創意飛翔 

前宜蘭東光國中 陶彤雲教師 

16:20~16:30 
對話與
交流 

主持人：陳麗捐校長（前桃園龍潭國中） 

file:///C:/Users/Kelly/Documents/明日閱讀週/2020明日閱讀週/議程/fruitfox5544@tmail.il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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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國中場交通資訊 

1. 地址：宜蘭市縣政七街五十巷一號 

(1) 國道五號→宜蘭交流道→壯圍方向→191縣道→建蘭南路→縣政七街 50巷→凱

旋國中。 

(2) 花蓮蘇花公路（台 9 線）→蘇澳交流道→接國道五號 →宜蘭交流道→壯圍方向

→191縣道→建蘭南路→縣政七街 50巷→凱旋國中。 

(3) 外賓開車者請利用校區周邊停車，校內無提供停車空間。 

2. 火車：宜蘭車站 

宜蘭站下車，徒步至宜興路一段，左轉至校舍路到宜蘭轉運站前搭乘大會接駁車。 

3. 客運： 

(1) 葛瑪蘭汽車客運：於板橋轉運站/台北轉運站/科技大樓站搭乘 1916線、1915

線，達宜蘭轉運站。 

(2) 首都之星國道客運：於市府轉運站（捷運市政府站 2號出口）搭乘 1571線、

1572線達宜蘭轉運站。 

4. 大會接駁車：早上 9:10於宜蘭轉運站前集合發車（會有專人引導）。 

5. 會場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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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臺南場議程與聯絡資訊 

活動時間：2020年 08月 03日（一）9時至 16時 30分 

活動地點：臺南新南國小【演藝廳】 

聯絡窗口：林有倫 組長，cigi@tn.edu.tw， (06) 2973363 #741  

活動議程： 

時間 議程 說明 

09:00~09:30 報到【演藝廳】 

09:30~09:45 開幕式 
貴賓致詞、明日閱讀等級認證頒獎 

主持人：張溪南校長（臺南新營國小） 

09:45~09:50 報告 
社團法人中華明日閱讀協會介紹 

黃東城秘書長 

09:50~10:30 
講座

（一） 

你肯定你的 MSSR 班級有進步與博覽群書嗎？ 

如何進步？如何博覽群書？ 

陳德懷 講座教授（國立中央大學 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10:30~12:00 
講座

（二） 

從閱讀素養到資訊素養 

林菁 特聘教授（國立嘉義大學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暨研究所） 

12:00~13:00 
「109 學年度身教式閱讀與聊書計畫」午餐會報【小會議室】/ 

非計畫參與學校午餐地點：【大會議室、多功能教室】 

下午場活動 
明日閱讀 
【演藝廳】 

主持人：林姿蓉組長  

英文 MSSR 
【視聽中心】 

主持人：張慧芬校長 

明日數學 
【電腦教室(限 30人) 】 

主持人：丁碧華主任 

13:00~13:50 
專題

（一） 

撒播閱讀的種子--

MSSR 推動經驗分享 

臺南新營國小 

黃仕京組長 

博愛英閱繪-英語繪本

在國小英語課堂中的

應用 

臺南博愛國小 

徐宥炘主任 

E起趣學數學-數學島

實務經驗分享           

臺南新南國小 

林有倫組長 

14:00~14:50 
專題

（二） 

聊書計畫的創想與 

實踐 

臺中漢口國中 

張文銘主任 

從親子閱讀開啟 

英語 MSSR 

陳培瑜教師 

E起來當島主-數學島

系統實作教學           

臺南新南國小         

林有倫組長 

14:50~15:10 茶敘【演藝廳外】 

15:10~16:00 
專題

（三） 

跨域主題閱讀教學 

分享 

嘉義興安國小 

吳宗憙主任 

國小英文閱讀的 

經驗分享 

國立中央大學 

劉晨鐘教授 

 

16:00~16:30 
綜合 

座談 
主持人：林菁特聘教授【演藝廳】 

file:///C:/Users/Kelly/Documents/明日閱讀週/2020明日閱讀週/議程/cigi@tn.edu.tw


5 
 

附件 2-2 臺南場交通資訊 

1. 地址：臺南市 708安平區怡平路 6號 

下仁德交流道，經中山路接東門路，過東門圓環，接府前路直行，即可至新南國

小。外賓開車者請利用校區周邊停車，校內無提供停車空間。 

2. 高鐵：高鐵臺南站 

至 2號出口搭乘高鐵接駁車（台南市政府線），於永華市政中心（府前路）下

車（從上午 7時 00分至下午 11時 55分，約 20-30分鐘一班），步行經建平路

至怡平路即可進入新南國小。 

3. 火車：臺鐵臺南站 

於火車站（南站）或任一地點搭乘 0路、6路、10路、14路，至永華市政中

心（府前路）下車，步行經建平路至怡平路即可進入新南國小。 

4. 會場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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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臺北場議程與聯絡資訊 

活動時間：2020年 08月 04日（二）9時至 16時 30分 

活動地點：臺北古亭國小【知音大樓演藝廳】 

聯絡窗口：梁丹齡 主任，alinagloria267@gmail.com，(02) 23639795 #841  

活動議程： 

時間 議程 說明 

09:00~09:30 報到【知音大樓演藝廳】 

09:30~09:45 開幕式 
貴賓致詞、明日閱讀等級認證頒獎 

主持人：張立杰教授（國立中央大學 學習與教學研究所） 

09:45~09:50 報告 
社團法人中華明日閱讀協會介紹 

梁丹齡副秘書長 

09:50~10:30 
講座

（一） 

你肯定你的 MSSR 班級有進步與博覽群書嗎？ 

如何進步？如何博覽群書？ 

陳德懷 講座教授、洪暉鈞 助理教授（國立中央大學 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10:30~11:30 
講座

（二） 

全方位的閱讀環境 

陳昭珍優聘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11:30~13:00 
「109 學年度身教式閱讀與聊書計畫」午餐會報【分區教室】/ 

非計畫參與學校午餐地點：【知音大樓 2 樓教室】 

下午場活動 

明日閱讀 
【演藝廳】 

主持人：賴阿福教授/ 

楊坤祥校長  

英文 MSSR 
【明德樓 1F會議室】 

主持人：林秋斌教授/ 

黃玉貞校長 

明日數學 
【明德樓 2F分區教室】 

主持人：張立杰教授/ 

梁丹齡主任 

13:00~13:50 
專題

（一） 

明日閱讀在武崙 

推動的經驗 

基隆武崙國小 

楊坤祥校長 

從親子閱讀開啟英語

MSSR 
陳培瑜教師 

數學島系統介紹           

國立中央大學       

葉彥呈博士 

14:00~14:50 
專題

（二） 

MSSR 推動策略與 

作法 

臺北瑠公國中 

林美芳主任 

在學科課程中看見英

語閱讀 

臺北明道國小 

蘇照雅主任 

暢遊數學島密技 

桃園仁和國小 

徐嘉玟教師            

14:50~15:10 茶敘 

15:10~16:00 
專題

（三） 

主題跨域閱讀實務分

享--世界中的孩子 

新竹十興國小 

葉靖雯教師 

國小英文閱讀的經驗

分享 

國立中央大學 

劉晨鐘教授 

 

16:00~16:30 
綜合 

座談 
主持人：張立杰教授【知音大樓演藝廳】 

 

mailto:alinagloria26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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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臺北場交通資訊 

1.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 201號 

2. 捷運：松山新店線，臺電大樓站 2號出口 

3. 公車： 

(1) 北上：1、74、208、236、251、252、278、606、644、648、660、 672、藍 28、

849於捷運台電大樓站下車 

(2) 南下：1、74、208、236、251、252、254、278、606、644、648、660、藍 28、

849於捷運台電大樓站下車。 

4. 會場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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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臺中場議程與聯絡資訊 

活動時間：2020年 08月 05日（三）9時 10分至 16時 30分 

活動地點：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2F】 

聯絡窗口：黃東城 主任，czesrabbit@yahoo.com.tw，(04) 25324740 #104  

活動議程： 

時間 議程 說明 

09:10~09:30 
會外 

活動 
「109 學年度身教式閱讀與聊書計畫」相見歡活動 

09:10~09:30 報到【國際會議廳 2F】 

09:30~09:45 開幕式 
貴賓致詞、明日閱讀等級認證頒獎 

主持人：黃東城主任（臺中僑忠國小） 

09:45~09:50 報告 
社團法人中華明日閱讀協會介紹 

黃東城秘書長 

09:50~10:30 
講座

（一） 

你肯定你的 MSSR 班級有進步與博覽群書嗎？ 

如何進步？如何博覽群書？ 

陳德懷 講座教授（國立中央大學 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10:30~12:00 
講座

（二） 

從閱讀素養到資訊素養 

林菁特聘教授（國立嘉義大學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暨研究所） 

12:00~13:30 午餐 / 國資圖介紹活動【第一、二會議室】 

下午場活動 

明日閱讀-國小/MSSR 

  【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詹文成校長 

明日閱讀-國中/MSSR2.0 

【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黃東城主任 

英文 MSSR 

【第二會議室】 

主持人:李孟雪主任 

13:30~14:20 
專題

（一） 

MSSR 推動策略與作法 

南投新城國小 

蔡鳳琴校長 

閱推閱起勁 

臺中東華國中 

曹瓊華校長 

從親子閱讀開啟

英語 MSSR 

陳培瑜教師 

14:30~15:20 
專題

（二） 

用閱讀～陪孩子航向全

世界 

臺中翁子國小 

詹文成校長 

MSSR 2.0 
臺中僑忠國小 

黃東城主任 

推動校內英語閱

讀及英語 MSSR

的挑戰與省思 
臺中北區中華國小 

王永林主任 

15:20~15:40 茶敘【國際會議廳外】 

15:40~16:30 
綜合 

座談 
主持人：黃東城主任【國際會議廳】 

 

mailto:czesrabbit@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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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 臺中場交通資訊 

1. 地址：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100號 

(1) 南下：南下至南屯交流道下，走五權西路右轉五權路，接五權南路至臺中高等

法院對面即可到達。 

(2) 北上：北上至南屯交流道下，走五權西路右轉五權路，接五權南路至臺中高等

法院對面即可到達。 

(3) 停車收費標準：汽車 NT.10元/半小時（未滿半小時以半小時計費）；機車 NT.10

元/次(天)；自行車免費停放。 

2. 火車：臺中五權站  

乘火車至臺中五權站下車，徒步至高院路左轉復興路，右轉五權南路，沿五權南路

到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約 10分鐘。 

3. 高鐵：高鐵臺中站 

(1) 乘高鐵至臺中站下車，轉乘臺鐵區間車至五權站下車：步行約 10分鐘到國立

公共資訊圖書館。 

(2) 轉乘計程車：計程車約 25分鐘。  

(3) 接駁公車：由高鐵臺中站大廳層至 1樓客運轉運站，前往公車月台搭乘： 

A. 臺中客運 82，101號、中台灣客運 125號公車至臺中高等法院站下車。 

B. 巨業客運 166號公車至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復興路)站下車。 

4. 客運： 

站名-公共資訊圖書館(復興路)：37、60、82、89、101、102、105、281 

站名-公共資訊圖書館(五權南路)：23、281 

站名-公共資訊圖書館(建成路)：9、35、41(9路、41路自 04/15起延駛至本館) 

5. 會場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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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1 花蓮場議程與聯絡資訊 

活動時間：2020年 08月 07日（五）9時至 16時 30分 

活動地點：花蓮稻香國小【耕讀樓階梯教室】 

聯絡窗口：黄義峰主任，hif@gms.ndhu.edu.tw 

活動議程： 

時間 議程 說明 

09:00~09:30 報到【耕讀樓階梯教室】 

09:30~09:45 開幕式 
貴賓致詞、明日閱讀等級認證頒獎 

主持人：劉明洲教授（國立東華大學）、孫東志校長（花蓮稻香國小） 

09:45~09:50 報告 
社團法人中華明日閱讀協會介紹 

李孟雪副秘書長 

09:50~10:30 
講座 

（一） 

你肯定你的 MSSR 班級有進步與博覽群書嗎？ 

如何進步？如何博覽群書？ 

陳德懷 講座教授（國立中央大學 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10:30~12:00 
講座 

（二） 

閱讀與學習多工 

呂瑞蓮博士（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2:00~13:00 
「109學年度身教式閱讀與聊書計畫」午餐會報【行政大樓 2 樓會議室】/ 

非計畫參與學校午餐地點：【耕讀樓教室】 

下午場活動 
明日閱讀 

主持人：孫東志校長 

13:00~13:50 
專題 

（一） 

明日閱讀-跨閱新視界/ 

跨域閱讀素養教學-茶裏王讀寫課程 

宜蘭順安國小 邱怡雯教師 

14:00~14:25 
專題 

（二） 

閱讀悅讀躍讀，稻香 CHANGE 

花蓮稻香國小朱苓尹教師 

14:25~14:50 
閱讀玩創意   

宜蘭中山國小 劉淑微教師 

14:50~15:10 茶敘（階梯教室外） 

15:10~15:35 
專題 

（三） 

從學校到部落一起閱讀 

花蓮松浦國小 王邦文主任 

15:35~16:00 
閱讀進行式 

     花蓮忠孝國小 蕭如妍教師 

16:00~16:30 
綜合 

座談 
主持人：孫東志校長（花蓮稻香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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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 花蓮場交通資訊 

1.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稻香村稻香路 99號 

稻香國小離花蓮市區車程約 20 分鐘，路線規劃可參考 Google Map，也可利用行

車導航系統參考路線指引。外賓開車者可於校門口兩側路旁停車，校內無提供停車

空間。 

2. 大會接駁車：早上 9:10於吉安火車站出口集合發車（會有專人引導）。建議搭乘火

車班次：北下普悠瑪 406（9:04抵達吉安站）；南上自強 407（9:02抵達吉安站）。 

3. 計程車： 

  (1)從花蓮火車站搭計程車，跳表約 300 元，車程約 20 分鐘。 

  (2)從吉安火車站搭計程車，約 100 元，車程約 8-10 分鐘。 

4. 火車轉乘：可搭乘至花蓮火車站或吉安火車站，轉乘公車或計程車。 

(1)花蓮火車站，步行至站前客運轉運站，搭乘公車 1121(往光復)及 1122(往瑞穗)，

於稻香站下車，步行 10分鐘可到達。公車全票 31 元／半票 16 元。 

https://www.taiwanbus.tw/Route.aspx?bus=%E8%8A%B1%E8%93%AE%E5%AE%A2%E9%81%8B&Lang= 

(2)吉安火車站，直接步行到稻香國小約 30分鐘或搭計程車。 

https://www.taiwanbus.tw/Route.aspx?bus=%E8%8A%B1%E8%93%AE%E5%AE%A2%E9%81%8B&L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