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明日閱讀週」
一、活動目的
為推動全臺中小學晨讀運動，國立中央大學邀請各領域閱讀專家及教學現場推動教師，
舉辦為期三日之「2018 明日閱讀週」
；為有效觸及全臺各地，本活動透過巡迴辦理方式，
分別至臺中、臺南與花蓮進行推動理念講座與成功案例分享，敬邀全臺國中小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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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共計三場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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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報名時間從即日起至 8/1 止。各場次報名表請見下
方網址或 QR-Code。
（三）如有任何問題請洽各場次聯絡人，聯絡人資訊請見本文附件。
臺中場

臺南場

花蓮場

日期

2018 / 08 / 07（二）

2018/ 08 / 08（三）

2018 / 08 / 09（四）

時間

上午 9:00 ~下午 5:00

上午 9:00 ~下午 4:30

上午 9:00 ~下午 4:30

地點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國立臺南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https://goo.gl/eXcdXp

https://goo.gl/x31SEQ

https://goo.gl/XYZXkz

議程與
聯絡資訊

詳見【附件 1-1】

詳見【附件 2-1】

詳見【附件 3-1】

交通資訊

詳見【附件 1-2】

詳見【附件 2-2】

詳見【附件 3-2】

報名方式

附件 1-1

臺中場議程與聯絡資訊

活動時間：2018 年 08 月 07 日（二）上午 9 時 至 下午 5 時
活動地點：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2 樓國際會議廳】
聯絡窗口：陳鴻仁 教授，hrchen@mail.ntcu.edu.tw，04- 22183025
活動議程：
時間
09:00~09:30

議程

09:30~10:00

開幕式

10:00~10:50

專題演講

10:50~11:20

專題演講

11:20~11:50

專題演講

11:50~12:10

會外活動

說明
報到(國際會議廳)

12:10~13:00
下午場活動地點

13:00~13:50 專題（一）

14:00~14:50 專題（二）

貴賓致詞、頒獎
閱讀素養趨勢
柯華葳教授（國立清華大學 教育與科技學系）
推動大量閱讀的策略
梁語喬老師（苗栗縣致民國中）
明日學習發展與創新
陳德懷教授（國立中央大學 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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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推動團隊）
午餐(第一會議室)
國際會議廳

第一會議室

親子閱讀

Read Your Way to
Better English

苗栗縣中山國民小學
李孟雪 主任

明日閱讀
MSSR 教與學
苗栗縣中山國民小學
李孟雪 主任

14:50~15:10

Mark Richards, Educational
Services Manag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英文 MSSR 教與學
Peter Singer-Towns

第二會議室

明日數學
(動機與介紹)
(國立中央大學)
(葉彥呈 博士)

明日數學
(教學執行)
(國立中央大學)
(葉彥呈 博士)

茶敘(第一會議室)

英文 MSSR 專家論壇

15:10~16:00 專題（三）

明日閱讀
學校的經營
苗栗縣中山國民小學
李孟雪 主任

16:00~16:30

綜合座談

16:30~17:00

認識
國資圖

主持人:有得雙語學校
蘇景進 校長
牛津大學出版設亞洲區
英語教學顧問
Mark Richards

明日數學
(示範與分享)
(國立中央大學)
(葉彥呈 博士)

有得雙語學校
Peter Singer-Towns
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陳鴻仁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資圖電子書服務平台暨英文電子資料庫資源介紹

附件 1-1

臺中場交通資訊

1. 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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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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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費標準：汽車當日 NT.50 元/次(天)；機車 NT.10 元/次(天)；自行車免費停放。
2. 高鐵：高鐵臺中站
轉乘計程車：計程車約 2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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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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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業客運 166 號公車至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復興路)站下車。
3. 火車：臺鐵臺中站
乘火車至臺中站下車，徒步左轉建國路左轉臺中路，右轉復興路，沿復興路 3 段左
轉復興園路到本館，約 25 分鐘。
4. 客運：
站名-公共資訊圖書館(復興路)：60、82、89、101、102、105、125、1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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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地地圖：https://goo.gl/eqdJPY（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附件 2-1

臺南場議程與聯絡資訊

活動時間：2018 年 08 月 08 日（三）上午 9 時 至 下午 4 時 30 分
活動地點：國立臺南大學【文薈樓 J106 會議室】
聯絡窗口：郭文鱗 小姐，temaki@mail.nutn.edu.tw， 06-2133111#771
活動議程：
時間
09:00~09:30
09:30~10:00

議程
開幕式

10:00~10:50

專題演講

10:50~11:20

專題演講

11:20~11:50

專題演講

11:50~12:10

會外活動

12:10~13:00

說明
報到(文薈樓 J106 會議室)
貴賓致詞、頒獎
閱讀素養趨勢
柯華葳教授（國立清華大學 教育與科技學系）
推動大量閱讀的策略
梁語喬老師（苗栗縣致民國中）
明日學習發展與創新
陳德懷教授（國立中央大學 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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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推動團隊）
午餐(文薈樓 J102、J103、J108)

下午場活動地點

文薈樓 J102

13:00~13:50 專題（一）

明日閱讀
學校的經營
金門縣西口國民小學
蔡志隆 校長

14:00~14:50 專題（二）

明日閱讀
MSSR 教與學
高雄市屏山國民小學
陳國瑤 教師

文薈樓 J103

Read Your Way to
Better English

文薈樓 J108

明日數學
(動機與介紹)

Mark Richards, Educational
Services Manag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國立中央大學)
(葉彥呈 博士)

明日數學
(教學執行)

英文 MSSR 教與學
Peter Singer-Towns

(國立中央大學)
(葉彥呈 博士)

茶敘(文薈樓 J102、J103、J108)

14:50~15:10

英文 MSSR 專家論壇
跨域主題閱讀
15:10~16:00 專題（三）

16:00~16:30

綜合座談

嘉義市興安國民小學
黃秀慧 教師

主持人:有得雙語學校
蘇景進 校長
牛津大學出版設亞洲區
英語教學顧問
Mark Richards

明日數學
(示範與分享)

有得雙語學校
Peter Singer-Towns
文薈樓 J106 會議室
主持人：莊宗嚴教授（國立臺南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葉彥呈 博士)

附件 2-2

臺南場交通資訊

1. 開車：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 號
中山高速公路仁德交流道下，直走中山路接東門路，經由東門圓環轉大同路後，接樹林街，
即可到達。

2. 高鐵：高鐵臺南站
由 2 號出口處，搭乘高鐵接駁車往市政府方向，延平郡王祠站下車，車程約 40 分鐘。下
車後往樹林街步行約 5 分鐘即可抵達

3. 火車：臺鐵臺南站
(1)
(2)
A.
B.
(3)

計程車：車程約 8 分鐘。
市公車
平日：0 左線公車於體育公園站下車，沿體育路步行進入南側校門。
假日：88 號觀光巴士於法華寺站下車，沿樹林街二段步行進入北側校門。
步行：約 20 分鐘，循火車站前站（左轉）－北門路（直行）－東門圓環（直行）－大
同路一段－樹林街 二段（右轉）－南大附小－本校。

4. 場地地圖：

附件 3-1 花蓮場議程與聯絡資訊
活動時間：2018 年 08 月 09 日（四）上午 9 時 至 下午 4 時 30 分
活動地點：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演講廳 C128】
聯絡窗口：劉明洲教授，liu@gms.ndhu.edu.tw，03-8634821、4832
活動議程：
時間
09:00~09:30

議程

09:30~10:00

開幕式

10:00~10:50

專題演講

10:50~11:20

專題演講

11:20~11:50

專題演講

11:50~12:10

會外活動

說明
報到(花師教育學院演講廳 C128)

12:10~13:00
下午場活動地點

13:00~13:50 專題（一）

14:00~14:50 專題（二）

貴賓致詞、頒獎
閱讀素養趨勢
柯華葳教授（國立清華大學 教育與科技學系）
推動大量閱讀的策略
梁語喬老師（苗栗縣致民國中）
明日學習發展與創新
陳德懷教授（國立中央大學 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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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推動團隊）
午餐(教室 C108、C110)
教室 C111
教室 C113
主持人：劉明洲 教授
主持人: 陳郁菁 老師

明日閱讀
學校的經營

Read Your Way to Better
English

宜蘭縣東光國民中學

陶彤雲 教師

Mark Richards, Educational Services
Manag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明日閱讀
MSSR 教與學

英文 MSSR 教與學
Peter Robert Jonkman

宜蘭縣中山國民小學
鄭文玄 教師

14:50~15:10

茶敘(教室 C108、C110)

英文 MSSR 專家論壇
15:10~16:00 專題（三）

16:00~16:30

綜合座談

親子閱讀

主持人:台北市立大學英語教學系
陳郁菁 老師

花蓮縣稻香國民小學
孫東志 校長

牛津大學出版設亞洲區英語教學顧問
Mark Richards

有得雙語學校 Robert Jonkman
花師教育學院演講廳 C128
主持人：劉明洲教授（國立東華大學）

附件 3-2

花蓮場交通資訊

如何到東華大學
來到花蓮東華大學的交通方式十分多樣便捷，除了自行開車或騎車外，亦可依個人需
求分別從陸、海、空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到花蓮，再轉乘客運、計程車到東華大學。例
如二個小時就從台北到花蓮的普悠瑪號／太魯閣號，火車不僅班次多，也有幾班列車
直接停靠志學站，再步行 15-20 分鐘到東華大學。
1. 開車：(97401 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一號國立東華大學 花師教育學院)
離花蓮市區車程約 20~30 分鐘，路線規劃可參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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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證入校，無本校車輛識別證之機車
則須停於校門口之停車場，自行車可直接入校。騎車請記得戴安全帽哦！

2. 火車：花蓮火車站
多數人會選擇抵達班次較多的花蓮火車站，可轉乘下列交通工具:
 太魯閣客運：https://www.taiwanbus.tw/information.aspx?Line=9904&Lang=#
301 公車時刻表及路線圖請詳見〈太魯閣官方臉書〉
。
（校內停靠學生活動中心、育

成中心及行政大樓等三處，從學生活動中心發車）每段全票 23 元／半票 12 元，從
花蓮火車站至本校為二段車程，需支付二段票價。可用一卡通、悠遊卡、臺灣智慧
卡及現金支付（以太魯閣客運最新官方公告為準）
。
 花蓮客運：
於花蓮火車站前站，搭乘花蓮客運【1121※（往光復）
】及【1128（月眉線）
】至本
校，校內停靠行政大樓、育成中心及圖書館等三處。自 104.10.15 起，本校學生搭乘
花蓮客運，自本校到花蓮火車站票價為 23 元(需使用現金)，若前往花蓮市區以外地
區，則按花蓮客運所定票價收費。
 計程車：
從花蓮火車站搭計程車跳表價格約 400-500 元不等，車程約 20 分鐘。
3. 場地地圖：研討會位置在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