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臺北市高中閱讀代言人研習營 活動辦法 

VER0509 

壹、 目的： 

一、培養學生閱讀分享、口語表達、簡報設計之能力，提升個人自信心，激發團隊合作之能力。 

二、提供學生活動辦理技巧與主題構思等交流機會，分享閱讀體驗及學習指引，增廣人文見聞。 

三、鼓勵學生運用語文及美學素養，激盪不同形式之閱讀成果。 

貳、 主辦單位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網址 http://士商.tw 

參、 指導單位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肆、 協辦單位 

一、青春博客來 閱讀平台 https://ireader.books.com.tw/ 

二、HyRead ebook電子書店 https://ebook.hyread.com.tw/ 

伍、 參加對象 

一、臺北市公私立高中學生(含普通高中、技術型高中；不限科別年級)，請優先推派閱讀代言

人(或推動閱讀種子學生等；優先錄取)、喜愛閱讀活動學生亦歡迎參加，以報名優先順序

及各校平均人數原則錄取，總參加人數以200名為限，額滿為止。 

二、各校教師歡迎列席指導，請先向主辦學校報名。亦請自行至台北市教研中心報名(以利登錄

研習時數)https://insc.tp.edu.tw/index/DefBod.aspx。 

三、主辦單位得視需求邀請臺北市以外公私立高中職觀摩/參加交流、拓展視野。 

陸、 活動時間 

111年8月23日、24日(星期二、三) 08:30~16:30。詳時程表(如附件1)。 

柒、 活動地點 

因受 COVID-19疫情影響，本年度採線上方式辦理。 

Google Meet 線上會議室代碼: hyv-azpj-aox 

活動網頁: https://sites.google.com/gs.tp.edu.tw/2022taipei 

歷年辦理成果: http://ebook.slhs.tp.edu.tw/book/list.php?type=200 

捌、 參加費用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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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活動內容  

一、活動內容請參閱課程暨活動時程表(附件1)。 

二、活動內容中，｢閱讀經驗分享｣採團體組、個人組競賽形式進行，一人最多參加一項。所有

學員、教師皆可擔任評分員(線上評分)。各校不得為自己學校參賽者評分，未完整為所有

參賽組別評分者(所屬學校除外)，其評分不列入計算。 

三、閱讀經驗分享競賽(個人組) -第一天活動 

1. 優勝者可獲頒獎狀，取特優2名、優等3名、佳作5名，其餘參賽者頒發參賽證明。(實

際得獎名額依參賽人數彈性調整，原則上不超過一半)。 

2. 內容：個人閱讀經驗及心得分享、或辦理閱讀推廣活動經驗分享。(本活動以推廣課外

閱讀為主，請勿以國文課本內容作為分享主題。)   

3. 場次：預計20場  (場數依報名學校人數彈性調整，每校最多推派3人參加，實際錄取人

數依報名人數彈性調整) 。 

4. 時間：原則1人7分鐘，主辦單位得視人數調整。 

5. 每人需製作簡報檔，於報告時自行播放。會後請將簡報檔案或雲端連結寄送 email 至

承辦人圖書指導教師/彭仰琪信箱(yangchi@slhs.tp.edu.tw)。  

6. 報名參加者，須參加8月22日模擬報告/預演(詳網站)，以利當日活動進行。 

四、閱讀經驗分享競賽(團體組) -第二天活動 

1. 由主辦學校邀請各校閱讀相關活動表現績優團隊參加，為免遺珠之憾亦可由學校自行

薦派給主辦學校。 

2. 優勝者可獲頒獎狀，取特優1名、優等2名、佳作3名，其餘參賽者頒發參賽證明。(實

際得獎名額依報名學校組數彈性調整，原則上不超過三分之二)。 

3. 內容：報告人所參與辦理的閱讀推廣活動、特色讀書會、或閱讀相關活動介紹等。(本

活動以推廣閱讀為主，請勿以非閱讀活動的小論文/專題製作作品做分享主題。)    

4. 人數：每隊2~3人。 

5. 場次：預計10場  (場數依報名學校組數彈性調整) 。 

6. 時間：原則每場18分鐘，主辦單位得視報名組數調整。 

7. 每隊需製作簡報檔，於報告時播放。會後請將簡報檔案或雲端連結寄送 email 至承辦

人圖書指導教師/彭仰琪信箱(yangchi@slhs.tp.edu.tw)。 

8. 報名參加者，須參加8月22日模擬報告/預演(詳網站)，以利當日活動進行。 

拾、 報名方式 

一、參加學生填妥報名表(附件2)，經導師、家長簽章同意，並由學校彙整後報名。若受疫情影

響，得由學校承辦人連繫確認後加註，或手機拍照簽章亦可。 

二、受理報名：即日起至111年7月6日(星期三)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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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將全部報名學生名單建立研習營報名總表文件 ODT檔案(附件3)，免核章 e-mail至承

辦人圖書指導教師/彭仰琪信箱(yangchi@slhs.tp.edu.tw) Tel：(02)2831-3114#522 

(暑假:0972638541)，檔案標題、信件主旨請註明「閱讀營報名表-校名」。 

2. 研習營報名總表(附件3)正本請核章後、連同個人報名表(附件2)逕送承辦學校士林高商

圖書館-彭仰琪老師(聯絡箱編號251)或郵寄111台北市士林區士商路150號。 

3. 報名閱讀經驗分享競賽者，主辦單位於111年7月8日 email 通知各校錄取名單及參賽編

號，並於活動網站公告。 

三、已報名之學生如因重大事件不克參加，可於111年8月5日前，由學校安排遞補學生，逾時不

得異動。已報名學生若無故未參加，另函通知原就讀學校並酌減來年該校參加本活動學生

員額。 

拾壹、 經費 

由主辦學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拾貳、 獎勵 

一、學生全程參加[缺課或請假2小時(含)以內]，可獲頒本活動研習證書(16小時)乙張。無故缺

課或請假超過3小時(含)以上、或學習態度不良、情況嚴重之學生，另函通知原就讀學校。 

二、參與閱讀經驗分享競賽得獎者，可獲頒獎狀(特優、優勝、佳作)或參賽證明(未獲獎組別)。

獲獎同學，建請各校得依各校校規予以嘉獎等鼓勵。  

三、協助辦理本活動績優/獲獎學生，得依本校校規從優敘獎，以資鼓勵。 

四、教師全程參與[缺課或請假2小時(含)以內]者可登錄教師多元研習時數16小時。  

拾參、 其它 

一、本活動如遇颱風、天災等不可抗力之情形，將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指示辦理。相關訊息將

公告於本校首頁。 

二、配合防疫規定，以中央防疫指揮中心與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規定辦理。 

拾肆、 本計畫經主辦學校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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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2年臺北市高中閱讀代言人研習營活動課程暨時程表 

地點: 線上會議 google meet，代碼: hyv-azpj-aox 

(第一日) 日期:111年8月23日（星期二） 

序號 時段 活  動  流  程 備註 

1.  08:10~08:30 
活動報到@google 表單 

登入線上會議室(google meet) 
士商第12屆閱讀代言人 

2.  08:30~08:50 
開幕式、長官致詞 

活動流程說明，拍攝團體照(線上) 
主持:士商第12屆閱讀代言人 

3.  08:50~09:50 

專題演講1 

你的閱讀不是我的閱讀——讓思辨可見的閱

讀力 

主講: 宋怡慧老師 

丹鳳高中圖書館主任 

4.  09:50~10:00 休息 士商第12屆閱讀代言人 

5.  10:00~11:00 
閱讀經驗分享-個人組(1) 

• 1~7組 +QA 
講評:鍾允中主任 

6.  11:00~11:50 
閱讀經驗分享-個人組(2) 

• 8~13組 +QA 
講評:鍾允中主任 

7.  11:50~12:00 1-13組閱讀經驗分享(個人組)線上評分 主持:鍾允中主任 

8.  12:00~12:50 午休 士商第12屆閱讀代言人 

9.  12:50~13:00 
活動簽到@google 表單 

登入線上會議室(google meet) 
士商第12屆閱讀代言人 

10.  13:00-13:10 青春博客來網頁/活動介紹 博客來團隊 

11.  13:10~14:10 
閱讀經驗分享-個人組(3) 

• 14~20組 +QA 
講評:彭仰琪老師 

12.  14:10~14:20 14-20組閱讀經驗線上評分 主持:彭仰琪老師 

13.  14:20~15:20 

專題演講2  

閱讀的力量 — 從接案到創業的路上，搶不走

的競爭力 

主講: 林芳柔老師 

士林高商第2屆閱讀代言人 

Felisc霏秝影像有限公司 

14.  15:20~15:30 休息 士商第12屆閱讀代言人 

15.  15:30~16:10 

閱代分享綜合座談 

另開分組 Google Meet會議室: 

學生6組、教師1組  

(教師亦可隨時加入學生群組討論)  

講評:彭仰琪老師 

16.  16:10~16:30 
個人組講評 

公布得獎(個人組)名單 
主持:彭仰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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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臺北市高中閱讀代言人研習營活動課程暨時程表 

地點: 線上會議 google meet，代碼: hyv-azpj-aox 

(第二日) 日期:111年8月24日（星期三） 

序號 時段 活  動  流  程 備註 

1.  08:10~08:40 
活動報到@google 表單 

登入線上會議室(google meet) 
士商第12屆閱讀代言人 

2.  08:40~08:50 活動流程說明，拍攝團體照(線上) 主持:士商第12屆閱讀代言人 

3.  08:50~09:50 
專題演講3 

新媒體時代：如何讓閱讀更具影響力！ 

主講: 許景泰老師 

SmartM 人才培訓網創辦人+大大學

院講師 

4.  09:50~10:00 休息 士商第12屆閱讀代言人 

5.  10:00~11:40 
閱讀經驗分享-團體組(1) 

• 1~5組 
講評:鍾允中主任 

6.  11:40~11:50 1-5組閱讀經驗分享線上評分 主持:鍾允中主任 

7.  11:50~12:00 士林高商圖書館線上導覽 士商第12屆閱讀代言人 

8.  12:00~12:50 午休 士商第12屆閱讀代言人 

9.  12:50~13:00 
活動簽到@google 表單 

登入線上會議室(google meet) 
士商第12屆閱讀代言人 

10.  13:00-13:10 教育局網路資源/Hyread電子圖書館介紹  凌網科技 

11.  13:10~14:50 
閱讀經驗分享-團體組(2) 

• 6~10組 
講評:彭仰琪老師 

12.  14:50~15:00 6-10組閱讀經驗線上評分 主持:彭仰琪老師 

13.  15:00~15:10 休息 士商第12屆閱讀代言人 

14.  15:10~16:10 

專題演講4 

Ted Talk--如何以故事力及簡報力深入人

心 

主講: 蔡緯昱老師  

DISC人力管理專家 

15.  16:10~16:30 
團體組講評 

公布得獎隊伍、禮成、珍重再會 
主持:彭仰琪老師 

 

備註: 獎狀、參賽證明等於會後寄送至各校。 

https://meet.google.com/hyv-azpj-aox


【附件2】 

2022年臺北市高中閱讀代言人研習營活動報名表 

111年    月     日 

校  名  班級      年      班 

姓  名  學號  

性  別 □男    □女 手機  

Email信箱  
閱讀代言人 

(推動閱讀種

子學生等) 

□是(         )學年度   

□否 

 

- - - - - - - - - - - - - - - - - - ( 請 勿 撕 開 ) - - - - - - - - - - - - - - - -  

導 師 / 家 長 同 意 書  

    茲同意敝子弟____ 年____班 姓名：                ，參加臺北市士林高商主

辦「2022年臺北市高中閱讀代言人研習營」，已詳閱實施計畫，並囑咐其遵守團體紀

律，注意活動安全。 

            此 致                （請填就讀學校校名） 

   導師簽章:   

          家長/監護人簽章:  

  電話: 

 

(備註:若因受疫情影響無法簽章，得由學校承辦人連繫
確認導師、家長同意，由承辦人核章:             ) 

 

備註:本報名資料僅供本次活動使用，活動結案後銷毀。 



【附件3】 

2022年臺北市高中閱讀代言人研習營活動報名總表 
校名: 

編號 學號 年/班級 姓名 
現(曾)任閱讀代言人 

(推動閱讀種子學生等) 

1.     
□是□否 

2.     
□是□否 

3.     
□是□否 

4.     
□是□否 

5.     
□是□否 

6.     
□是□否 

*表格不足請自行增添。 

閱讀經驗分享學校推薦代表(*說明3) 

參加意願 姓名 主題 推薦原因/內容簡述 

閱

讀 

經

驗 

分

享 

 

團

體

組 

□參加 

人數: 

□2人 

□3人 

□不參加 

 

   

 

個

人

組 

□參加 

□不參加 

  順位1 

  順位2 

  順位3 

(閱讀)指導老師參加(亦請自行至台北市教研中心報名https://insc.tp.edu.tw/index/DefBod.aspx) 

□是(老師姓名: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__) 

□否                             *請留暑假聯絡得到的號碼                      

業務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承辦人電話：    
說明: 
1. 請將本表文件ODT檔案，免核章e-mail至承辦人圖書指導教師/彭仰琪信箱(yangchi@slhs.tp.edu.tw)，

檔案標題、信件主旨請註明「閱讀營報名-校名」。 
2. 本表請核章後、連同個人報名表正本(附件2)逕送士林高商圖書館-彭仰琪老師(聯絡箱編號251)。  
3. 閱讀經驗分享實際參加組數，主辦單位得視時間安排。 

https://insc.tp.edu.tw/index/DefBod.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