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明日閱讀週」線上研討會 

數位時代的閱讀新常態 

一、 活動目的 

    自 2020年初以來，疫情改變了人類的工作、社交、生活以及學習樣態，也加速了「數位轉

型」。學校經疫情/後疫情時代的各種衝擊後，未來如何因應數位時代全面來臨，維持或增進學生

閱讀興趣與習慣，是極需關注的議題。疫情打亂閱讀的日常活動，卻也提供機會改善未來閱讀

方式，重新思考數位時代的閱讀新常態，促進學校/家庭閱讀更多連結，進而逐步建構臺灣成為

終身閱讀社會。每年八月由國教署委託國立中央大學，偕同「中華明日閱讀協會」主辦的明日

閱讀週，今年採線上進行，邀請各領域閱讀專家及教學現場推動教師，進行閱讀推動理念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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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資訊與報名方式 

（一）本活動為期三天，活動時間、報名資訊及詳細議程如下。 

（二）本活動採線上報名，從即日起至 7月 31日（日）報名截止。 

（三）本活動採預先報名制，請確實填妥資料，會前將以 E-mail 寄發通知信及會議室連結，當

日依連結進入會議室參與活動。 

場次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日期 8月 9日（二） 8月 10日（三） 8月 11 日（四） 

時間 10:00~16:00 10:00~16:00 10:00~16:00 

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j1ml7q 

三、 研習時數 

  每天上午與下午均有簽到表單，請至 YouTube或 Google Meet 留言區置頂處點擊連結簽到

（簽到表單在會議開始後 30 分鐘便會關閉），若需研習時數的與會者，請務必把握時間填寫表

單，逾時不候。 

四、 主辦/協辦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國立中央大學、社團法人中華明日閱讀協會 

（三）協辦單位：臺北市東湖國中、臺北市永吉國中、臺北市大橋國小、臺北市大同國小、苗栗

縣后庄國小、臺中市僑忠國小、嘉義市興安國小、臺南市新南國小、宜蘭縣順安國小 

五、 活動網站與聯絡窗口 

（一）活動網站：2022明日閱讀週研討會

https://www.readingfortomorrow.org/MssrWeek/2022/index.php 

（二）聯絡窗口： 

中央大學黃瓊慧助理，電話：03-4227151#35405；E-mail：flora@cl.ncu.edu.tw 

中央大學許瓅方助理，電話：03-4227151#35405；E-mail：julie@cl.ncu.edu.tw 

 

https://reurl.cc/j1ml7q
https://www.readingfortomorrow.org/MssrWeek/2022/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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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julie@cl.ncu.edu.tw


8 月 9 日（第一天）暫定議程 

時間 議程 說明 

10:00~10:05 
開幕 

致詞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長官 

國立中央大學長官 

10:05~10:35 

主旨 

演講
（一） 

【重啟閱讀】 

演講者：凌爾祥執行長（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 

主持人：陳德懷國家講座教授（國立中央大學） 

10:35~10:40 
協會 

介紹 

社團法人中華明日閱讀協會介紹 

報告者：吳穎沺秘書長 

10:50~11:20 

主旨 

演講
（二） 

【從親子共讀、三代共讀到社區共讀的跨國在地社區營造】 

演講者：蔡明灑創辦人（朗朗小書房） 

主持人：朱志明助理教授（國立宜蘭大學） 

11:30~12:00 

主旨 

演講

（三） 

【明日說書人】 

演講者：廖長彥助理教授（國立中央大學） 

主持人：劉明洲教授（國立東華大學） 

下午場活動 
明日閱讀（北區） 

協辦：臺北市大橋國小 

明日閱讀（中區） 

協辦：苗栗縣后庄國小 

明日說書人 

協辦：臺北市東湖國中 

13:30~14:00 

專題 

分享
（一） 

【校園閱讀 奠基孩子美
好的閱讀經驗】  

演講者：白玉玲校長 

（臺北市大橋國小）  

主持人：祝勤捷校長 

（國北教大實小） 

【輕鬆明日閱讀，愜意閱
讀明日——身教是最給力
的推動】 

演講者：彭仁星主任 

（苗栗縣永貞國小） 

主持人：饒世妙校長 

（苗栗縣六合國小） 

【說書聊書，不亦閱乎？】 

演講者：侯玉芳主任 

（臺北市東湖國中） 

主持人：柯淑惠校長 

（臺北市東湖國中） 

14:00~14:30 

專題 

分享
（二） 

【幸福森林交響閱】 

演講者：林冠廷主任 

（臺北市幸安國小） 

主持人：陳順和校長 

（臺北市幸安國小） 

【用閱讀穿針引線 串起

跨域素養學習】 

演講者：陳慧潔主任 

（臺北市日新國小） 

主持人：謝旻憲校長 

（苗栗縣山腳國小） 

【就是愛聊書】 

演講者：詹佳縈組長 

（臺中市僑忠國小） 

主持人：黃東城主任 

（臺中市僑忠國小） 

14:30~14:40 中場休息 

14:40~15:10 

專題 

分享
（三） 

【e世代的學校閱讀～國
小篇】 

演講者：翁繩玉退休校長
（臺北市東湖國小） 

主持人：黃淑茹校長 

（臺北市永春國小） 

【智慧有翅膀 森林樂翱
翔——主題閱讀趣】 

演講者：黃麗菱教師 

（苗栗縣新南國小） 

主持人：蔡鳳琴校長 

（南投縣新城國小） 

【講題待定】 

演講者：林清輝校長 

（宜蘭縣三民國小） 

主持人：施智文校長 

（宜蘭縣新生國小） 

15:10~16:00 
綜合 

座談 

主持人：林秋斌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與談人：祝勤捷校長（國
北教大實小）、陳順和校
長（臺北市幸安國小）、
黃淑茹校長（臺北市永春
國小） 

主持人：陳鴻仁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與談人：饒世妙校長（苗
栗縣六合國小）、謝旻憲
校長（苗栗縣山腳國小）、
蔡鳳琴校長（南投縣新城
國小） 

主持人：廖長彥助理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 

與談人：柯淑惠校長（臺
北市東湖國中）、黃東城
主任（臺中市僑忠國小）、
林清輝校長（宜蘭縣三民
國小）、施智文校長（宜
蘭縣新生國小） 

 



8 月 10 日（第二天）暫定議程 

時間 議程 說明 

10:00~10:30 

主旨 

演講
（一） 

【數位愛的書庫】 

演講者：陳一誠執行長（財團法人臺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主持人：陳德懷國家講座教授（國立中央大學） 

10:30~10:35 
協會 

介紹 

社團法人中華明日閱讀協會介紹 

報告者：吳穎沺秘書長 

10:50~11:20 

主旨 

演講
（二） 

【數位原住民的課外閱讀習慣及偏好——新加坡中小學生數位閱讀初探】 

演講者： 孫寶琦博士（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兒童發展研究中心） 

主持人：施如齡教授（國立中央大學） 

11:30~12:00 

主旨 

演講
（三） 

【明日閱讀推動現況】 

演講者：簡子超助理教授（慈濟科技大學） 

主持人：林秋斌教授（國立清華大學） 

下午場活動 
明日閱讀（國中） 

協辦：臺北市永吉國中 

明日閱讀（南區） 

協辦：臺南市新南國小 

數位時代的閱讀新常態 

協辦：臺北市大同國小 

13:30~14:00 

專題 

分享
（一） 

【講題待定】 

演講者：黃千芳教師 

（臺北市永吉國中） 

主持人：漫安琦校長 

（臺北市瑠公國中） 

【閱讀推動分享：聊書、
說書、演書】 

演講者：陳順興教師 

（嘉義市民族國小） 

主持人：陳文瑜校長 

（嘉義市民族國小） 

【閱讀對話教學於實體課
堂與線上教學之應用】 

演講者：楊琇惠、許雅玲 

【班級閱讀─線上、線下
「疫」起 GO！】 

演講者：張思強 

【領讀 FOLLOWME】 

演講者：杜惠玲 

主持人：梁靜珊退休校長 

（臺北市三興國小） 

14:00~14:30 

專題 

分享
（二） 

【閱讀推動分享：樂讀新
視界】 

演講者：張祥宜校長 

（臺中市光正國中） 

主持人：黃信騰校長 

（新竹市建華國中） 

【講題待定】 

演講者：嘉義市興嘉國小 

主持人：朱麗乖校長 

（嘉義市興嘉國小） 

【從後疫情時代數位閱讀
談學校行政應有之變革與
堅持】 

演講者：利一奇 

【跨域/多文本之主題深讀
與探究經驗分享】 

演講者：賴木蘭 

【雙閱讀素養教學對於金
門縣國小六年級學童數位
閱讀之設計研究】 

演講者：翁崇桓 

主持人：黃孟慧校長 

（新北市中園國小） 

14:30~14:40 中場休息 

14:40~15:10 

專題 

分享
（三） 

【閱讀，幸福樂章】 

演講者：蕭竹均教師 

（新北市中平國中） 

主持人：彭盛佐校長 

（新北市三民高中） 

【讀出智慧玩出品格，打
造專屬孩子的學習空間】  

演講者：周淑琴校長 

（屏東縣石門國小）  

主持人：林俊良校長 

（嘉義縣中埔國小） 

【為愛走讀~明日閱讀結
合 SDGs 實踐行動方案經
驗分享(永和國小)】 

演講者：張虹 

【雲端新悅讀~善用雲端
線上軟體互動的閱讀課
程】 

演講者：邱怡雯 

【中文識字數位讀寫學習
網站之探討】 



演講者：方金雅 

主持人：林淑菁校長 

（臺北市舊莊國小） 

15:10~16:00 
綜合 

座談 

主持人：劉明洲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 

與談人：漫安琦校長（臺
北市瑠公國中）、黃信騰
校長（新竹市建華國中）、
彭盛佐校長（新北市三民
高中） 

主持人：林菁退休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 

與談人：陳文瑜校長（嘉
義市民族國小）、朱麗乖
校長（嘉義市興嘉國小）、
林俊良校長（嘉義縣中埔
國小）、魏萬能校長（臺
南市新南國小）、張溪南
校長（臺南市新泰國小） 

主持人：施如齡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 

與談人：楊琇惠、許雅玲、
張思強、杜惠玲、利一奇、
賴木蘭、翁崇桓、張虹、
邱怡雯、方金雅 

 

 

 

 

 

 

 

 

 

 

 

 

 

 

 

 

 

 

 

 

 

 

 

 

 

 

 

 

 

 

 



8 月 11 日（第三天）暫定議程 

時間 議程 說明 

10:00~10:30 

主旨 

演講
（一） 

【美國圖書館與小學的英語閱讀推廣案例分享】 

演講者：張美蘭教師（小熊媽） 

主持人：陳德懷國家講座教授（國立中央大學） 

10:30~10:35 
協會 

介紹 

社團法人中華明日閱讀協會介紹 

報告者：吳穎沺秘書長 

10:50~11:20 

主旨 

演講 

（二） 

【明日英文家庭閱讀】 

演講者： 陳德懷國家講座教授（國立中央大學） 

主持人：凌爾祥執行長（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 

11:30~12:00 

主旨 

演講
（三） 

【用英文有聲書實踐雙語教育】  

演講者：廖彩杏教師 

主持人：陳德懷國家講座教授（國立中央大學） 

下午場活動 
明日閱讀（東區） 

協辦：宜蘭縣順安國小 

明日數學與數位康健 

協辦：嘉義市興安國小 

明日英文 

協辦：臺中市僑忠國小 

13:30~14:00 

專題 

分享
（一） 

【閱讀愛玩客】 

演講者：蔡孟耘教師 

（宜蘭縣竹林國小） 

主持人：許傳德校長 

（花蓮縣忠孝國小） 

【明日數學家與教中學】 

演講者：張立杰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 

主持人：蘇景進校長 

（桃園市有得雙語中小
學） 

【講題待定】 

演講者：新竹縣十興國小 

主持人：徐發斌校長 

（新竹縣十興國小） 

14:00~14:30 

專題 

分享
（二） 

【推動閱讀：All out and a 

little extra】 

演講者：林機勝校長 

（宜蘭縣大洲國小） 

主持人：楊珮菁主任 

（宜蘭縣順安國小） 

【數學島推動分享】 

演講者：陳杰教師 

（桃園市奎輝國小） 

主持人：許梅珍校長 

（桃園市長興國小） 

【講題待定】  

演講者：IDC 趣創者實驗
教育家長  

主持人：林佳蕙主任（IDC

趣創者實驗教育） 

14:30~14:40 中場休息 

14:40~15:10 

專題 

分享
（三） 

【悅茶閱快樂】 

演講者：魏士欽校長 

（宜蘭縣順安國小） 

主持人：林機勝校長 

（宜蘭縣大洲國小） 

【健康上網 e起來】 

演講者：張志銘教師 

（桃園市祥安國小） 

主持人：查顯良校長 

（嘉義市興安國小） 

【講題待定】 

演講者：邀請中 

主持人：邀請中 

15:10~16:00 
綜合 

座談 

主持人：吳慧敏副教授 

（宜蘭佛光大學） 

與談人：許傳德校長（花
蓮縣忠孝國小）、林機勝
校長（宜蘭縣大洲國小）、
魏士欽校長（宜蘭縣順安
國小） 

主持人：張立杰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 

與談人：蘇景進校長（桃
園市有得雙語中小學）、
許梅珍校長（桃園市長興
國小）、查顯良校長（嘉
義市興安國小） 

主持人：陳德懷講座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 

與談人：徐發斌校長（新
竹縣十興國小）、林佳蕙
主任（IDC 趣創者實驗教
育） 

16:00~16:05 閉幕 施如齡理事長（中華明日閱讀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