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圖書教師高階研習— 

遊戲融入閱讀教學─以水土保持為例工作坊 
壹、活動目標 

議題教育引導學生在面對生活中情境問題時，可自我覺知問題，進而搜尋資源、分析理

解、建立認同價值並實踐行動，因此可說議題與和素養兩者是息息相關的。而環境教育

更是四項重大議題之一。本工作坊希望以水土保持為主題，利用遊戲、繪本等多媒體教

材，帶領參加者將閱讀融入議題教育中，協助學童了解水土保持的觀念。 

貳、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參、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商業周刊 

肆、合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原大學、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國立臺東大學 

伍、參加資格： 

研習對象依下列順序錄取，額滿為止： 

(一) 通過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學年度增置國民中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計

畫」學校之國小圖書教師 (一校至多 1名)。 

(二) 對本課程有興趣之國小教師(一校至多 1名)。 

陸、活動時間及名額：  

臺北場：111年 12月 15日(星期四)  09:00-12:00，名額 50名。 

桃園場：111年 12月 16日(星期五)  13:30-16:00，名額 50名。 

臺中場：111年 12月 22日(星期四)  09:00-12:00，名額 50名。 

高雄場：111年 12月 28日(星期三)  09:00-12:00，名額 50名。 

花蓮場：111年 12月 16日(星期五)  13:30-16:30，名額 50名。 

臺東場：111年 12月 12日(星期一)  09:00-12:00，名額 50名。 
柒、活動地點： 

臺北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誠大樓 B1會議室(臺北市和平東路一段 162號) 

桃園場：中原大學維澈樓 2樓宗倬章紀念廳(桃園市中壢區中北路 200號) 

臺中場：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2樓第一會議室(臺中市南區五權南路 100號) 

高雄場：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行政大樓的 6樓第三會議室(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路 116號) 

花蓮場：國立東華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1-4講堂教室(花蓮縣壽豐鄉大學路二段 1號) 

臺東場：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資訊棟 2樓推廣教室(臺東縣臺東市大學路二段 369號) 

捌、課程代碼： 

(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https://www2.inservice.edu.tw/index_login.aspx) 

臺北場：3608799 (報名期限：111年 11月 7日至 12月 1日止) 

桃園場：3608802 (報名期限：111年 11月 7日至 12月 4日止) 

臺中場：3608808 (報名期限：111年 11月 7日至 12月 8日止) 

高雄場： 3608813 (報名期限：111年 11月 7日至 12月 14日止) 

花蓮場：3608815 (報名期限：111年 11月 7日至 12月 4日止) 

臺東場：3608823 (報名期限：111年 11月 7日至 11月 28日止) 
 

玖、議程資訊(完整課程資訊請至以下網址查閱)： 

https://cirn.moe.edu.tw/WebNews/details.aspx?sid=1186&nid=2922&mid=11262 

 

臺北場：111年 12月 15日(星期四)，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誠大樓 B1會議室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9:00-9:10 開幕式 曾品方老師/臺北市文山區萬興國小 

9:10-10:00 專題演講：水土保持  石栢岡助理教授/中原大學通識中心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10:00-10:10 休息 

10:10-10:50 水土保持教學資源介紹 郭雪芳老師/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國小 

10:50-11:20 《回家的路》閱讀教學 謝春貞老師/新北市土城區土城國小 

11:20-11:50 專題探究的教學設計 高毓屏老師/臺北市大安區龍安國小 

11:50-12:00 綜合座談 

曾品方老師/臺北市文山區萬興國小 

高毓屏老師/臺北市大安區龍安國小 

陳慧潔老師/臺北市大同區日新國小 

郭雪芳老師/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國小 

廖淑霞老師/臺北市私立再興小學 

謝春貞老師/新北市土城區土城國小 

邱薏婷老師/新北市板橋區海山國小 

邱怡雯老師/宜蘭縣蘇澳鎮蘇澳國小 

 

桃竹場：111年 12月 16日(星期五)，中原大學維澈樓 2樓宗倬章紀念廳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13:30-13:40 開幕式 
陳昭珍教授/中原大學、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 

13:40-14:30 專題演講：水土保持  石栢岡助理教授/中原大學通識中心 

14:30-14:40 休息 

14:40-15:20 水土保持探究教學 
周幸吟老師/新竹縣竹北市東興國小

傅宓慧老師/桃園市龍潭區龍星國小 

15:20-15:50 遊戲融入閱讀教學設計 
傅宓慧老師/桃園市龍潭區龍星國小

李威使老師/桃園市桃園區新埔國小 

15:50-16:00 綜合座談 

陳昭珍教授/中原大學、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 

郭靜如老師/桃園市桃園區建德國小 

李威使老師/桃園市桃園區新埔國小 

傅宓慧老師/桃園市龍潭區龍星國小 

謝淑棉老師/新竹市香山區大庄國小 

周幸吟老師/新竹縣竹北市東興國小 

 

臺中場：111年 12月 22日(星期四)，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2樓第一會議室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9:00-9:10 開幕式 劉仲成館長/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9:10-10:00 專題演講：水土保持 石栢岡助理教授/中原大學通識中心 

10:00-10:20 桌遊融入繪本教學 (確認中) 

10:20-10:30 休息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10:30-11:50 遊戲與探究融入閱讀教學 黃秀慧老師/嘉義市東區興安國小 

11:50-12:00 資源分享與綜合座談 

廖英秀老師/臺中市烏日區九德國小 

劉怡伶老師/臺中市太平區宜欣國小 

黃秀莉老師/南投縣草屯鎮炎峰國小 

黃秀慧老師/嘉義市東區興安國小 

 

高雄場：111年 12月 28日(星期三)，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行政大樓的 6樓第三會議室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9:00-9:10 開幕式 
方金雅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師資

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9:10-9:40 專題演講：水土保持 石栢岡助理教授/中原大學通識中心 

9:40-10:00 桌遊融入繪本教學 辛麗真老師/高雄市三民區博愛國小 

10:10-11:50 

遊戲融入閱讀課程教學共備-以
《搶救花果山》為例 
帶領學員導入遊戲融入閱讀課
程，培養學生敘事力。 

魯慧敏老師/屏東縣竹田鄉西勢國小 

11:50-12:00 資源分享與綜合座談 

方金雅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師資

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辛麗真老師/高雄市三民區博愛國小 

陳倩芳老師/臺南市安平區億載國小 

魯慧敏老師/屏東縣竹田鄉西勢國小 

朱惠美老師/臺東縣臺東市新生國小 

 

花蓮場：111年 12月 16日(星期五)，國立東華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1-4講堂教室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13:30-13:40 開幕式 
林意雪副教授/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

潛能開發學系 

13:40-14:10 專題演講：水土保持  石栢岡助理教授/中原大學通識中心 

14:10-14:20 休息 

14:20-15:00 
水土保持教學資源介紹及遊戲

融入閱讀教學設計 
郭雪芳老師/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國小 

15:00-15:40 《回家的路》閱讀教學 許慧貞老師/花蓮縣花蓮市明義國小 

15:40-16:20 專題探究的教學設計 邱怡雯老師/宜蘭縣蘇澳鎮蘇澳國小 

16:20-16:30 綜合座談 

林意雪副教授/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

潛能開發學系 

郭雪芳老師/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國小 

許慧貞老師/花蓮縣花蓮市明義國小 

邱怡雯老師/宜蘭縣蘇澳鎮蘇澳國小 

 

 

 



 

臺東場：111年 12月 12日(星期一)，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資訊棟 2樓推廣教室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9:00-9:10 開幕式 
謝明哲館長/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 

簡馨瑩教授/國立臺東大學幼兒教育系 

9:10-9:40 專題演講：水土保持 石栢岡助理教授/中原大學通識中心 

9:40-10:00 
繪本《回家的路》推廣與桌遊

示範 
陳倩芳老師/臺南市安平區億載國小 

10:10-11:50 

遊戲融入閱讀課程教學共備
-以《搶救花果山》為例 
帶領學員導入遊戲融入閱讀
課程，培養學生敘事力。 

朱惠美老師/臺東縣臺東市新生國小 

11:50-12:00 資源分享與綜合座談 

簡馨瑩教授/國立臺東大學幼兒教育系 

朱惠美老師/臺東縣臺東市新生國小 

陳倩芳老師/臺南市安平區億載國小 

廖英秀老師/臺中市烏日區九德國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