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
持續時

間

09:00-09:20 20分鐘

09:20-09:50 30分鐘

09:50-10:20 30分鐘

10:20-10:35 15分鐘

10:35-11:20 45分鐘

11:20-11:35 15分鐘

11:35-12:35 60分鐘 平行講座時間 (一) - 1 平行講座時間 (一) - 2 平行講座時間 (一) - 3 平行講座時間 (一) - 4 平行講座時間 (一) - 5

11:35-12:05 30分鐘

編號: C121

學校/機構名稱: 臺灣學校圖

書館館員學會/新北市立秀

峰高中

發表者: 范綺萍老師

題目: 臺灣高級中等學校實

施新課綱自主學習實施現況

與問題探討

主題類別: 圖書館管理（政

策、人員、資源）

學校/機構名稱: 豐子愷兒童

圖畫書獎組委會

發表者: 林利芬女士（執行

總監）

題目: 走進原創圖畫書的世

界

主題類別: 走進閱讀世界（

閱讀素養）

編號: C107

學校/機構名稱: 喇沙小學

發表者: 吳凱欣老師

題目: 閱讀悅多FUN

主題類別: 圖書館合作圈

（專業合作，動態資訊、

課程）

編號: C116

學校/機構名稱: 波德申中

華中學

發表者: 張永慶老師

題目: 疫情時代閱讀“雙

跨”的教育展望

主題類別: 疫情時代的閱

讀困境與突破（閱讀推廣

新動向）

編號: C109

學校/機構名稱: 臺北市立

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作者: 鍾允中老師/劉家欣

老師

題目: 臺灣高中職圖書館

電子書利用調查與士林高

商推動電子書閱讀實例

主題類別: 電子閱讀時代

（數位圖書館；21世紀的

資訊素養教育；獲取資訊

的自由與選擇）

12:05-12:35 30分鐘

編號: C103

學校/機構名稱: 風采中學

發表者: 程志森老師

題目: 從閱讀、分享知識到

凝聚社群—以香港風采中學

為例初探疫情閱讀推廣之策

略與實踐

主題類別: 疫情時代的閱讀

困境與突破（閱讀推廣新動

向）

編號: P102

學校/機構名稱: 台灣師範大

學

作者: 林心茹老師/ 陳昭珍

教授

題目: 資訊素養融入跨域探

究學習課程之探討

主題類別: 圖書館合作圈（

專業合作，動態資訊、課

程）

編號: C125

學校/機構名稱: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作者: 陳敏儀老師/ 梁嘉慧

博士

題目: A Library Course

for Today's Education

and Beyond

主題類別: 圖書館教育是

促進教育變革的轉捩點

編號: C114

學校/機構名稱: 臺灣科技

大學

發表者: 黃琇苓老師

題目: 結合SVVR虛擬環景

的線上閱讀主題策展對學

生探究性閱讀的成效

主題類別: 疫情時代的閱

讀困境與突破（閱讀推廣

新動向）

編號: C120

學校/機構名稱: 麻坡中化

中學

發表者: 顏振芬老師 / 許

麗薇老師

題目: 馬來西亞柔佛麻坡

中化中學圖書館閱讀推廣

活動的實證分析

主題類別: 圖書館管理（

政策、人員、資源）

12:35-13:35 60分鐘

13:35-14:20 45分鐘

14:20-14:35 15分鐘

14:35-14:50 15分鐘

14:50-15:35 45分鐘

15:35-15:50 15分鐘

15:50-16:50 60分鐘 平行講座時間(二) - 1 平行講座時間(二) - 2 平行講座時間(二) - 3 平行講座時間(二) - 4 平行講座時間(二) - 5

15:50-16:20 30分鐘

編號: C105

學校/機構名稱: 中華基督教

會協和小學（長沙灣）

發表者: 倫雅文老師

題目: 初探小學縱向圖書課

課程的建構

主題類別: 圖書館教育是促

進教育變革的轉捩點 (透過

圖書館教育走出教育改革的

瓶頸 )

編號: C124

學校/機構名稱: 安徽省合肥

市青年路小學

發表者: 姜瑩老師

題目: 基於核心素養理念下

，小學生如何利用信息化

輔助閱讀？

主題類別: 數碼時代的新角

色（圖書館/閱讀推廣人員

突破傳統的角色，包括技

術變革、多元服務）

編號: C104

學校/機構名稱:  滿天星青

少年公益發展中心

發表者:  黃鳳平老師

題目: 閱讀循環圈理論在

縣域體系化兒童閱讀項目

的應用與探索——以廣州

滿天星公益項目為例

主題類別: 教育平等與閱

讀（偏鄉閱讀教育或公益

團體的閱讀推廣活動等）

編號: C110

學校/機構名稱:  基隆市百

福國中

發表者:  陳秋雯老師

題目: 以探索式閱讀提升

七年級生國語文素養之教

學實踐

主題類別: 探究性學習與

閱讀（以閱讀為本的探究

性學習）

編號: C113

學校/機構名稱:  青年會書

院

發表者:  劉鎮東老師

題目: 由「危」轉

「機」：「數碼時代」閱

讀推廣新動向

主題類別: 疫情時代的閱

讀困境與突破（閱讀推廣

新動向）

16:20-16:50 30分鐘

編號: C115

學校/機構名稱:  臺灣科技大

學

發表者:  黃琇苓老師

題目: 結合AI自然語言理解

的聊天機器人對學生閱讀行

為之成效

主題類別: 走進閱讀世界（

閱讀素養）

編號: C112

學校/機構名稱:  合肥市師

範附屬小學

發表者:  朱誨老師

題目: 以閱讀為主的探究性

學習,開展圖書館課程與學

科融合的協作

主題類別: 探究性學習與閱

讀（以閱讀為本的探究性

學習）

編號: O109

學校/機構名稱: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

發表者:  謝淑熙老師

題目: 閱讀素養融入國語

文教學試探

主題類別: 走進閱讀世界

（閱讀素養）

編號: C118

學校/機構名稱:  巴生濱華

中學

發表者:  胡月霞老師

題目: 提高素質，引領閱

讀-圖書教師的使命

主題類別: 數碼時代的新

角色（圖書館/閱讀推廣

人員突破傳統的角色，包

括技術變革、多元服務）

學校/機構名稱: 基督教宣

道會宣基小學

發表者: 彭彩寶老師

題目: 啟動校本資訊素養

程式，拓展學生學習空間

主題類別: 電子閱讀時代

（數位圖書館；21世紀的

資訊素養教育；獲取資訊

的自由與選擇）

*** 2021年07月14日更新程序表, 本會議日程將持續更新。 

***平行講座的題目及時間表於2021年7月11日前公佈。

*** 官方網站: https://iacsl.hktla.hk/2021/第九屆世界華語學校圖書館論壇詳情/

第四場討論 （嘉賓主持: 梁月霞女士）

午膳

主題演講三 ( 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亞洲語言文化學部副主任陳志銳副教授 )

講題: 借數碼東風，揚閱讀高帆—新加坡圖書館的再啟航

第三場討論 （嘉賓主持: 梁月霞女士）

休息/ 線上導覽參觀圖書館

主題演講四 (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教師教育及學習領導部副教授朱啟華博士 )

講題: 激發學生對英語閱讀的興趣 & 提高他們的英語閱讀能力！

主題演講一 ( IASL會長Ms Katy Manck )

講題: Growing Better Together – School Library, Classroom, Community, and the SDGs

第一場討論（嘉賓主持: 陳昭珍博士）

休息/ 線上導覽參觀圖書館

主題演講二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副校長宋曜廷教授）

講題: Smart Reading 智慧選書，適性閱讀

第二場討論（嘉賓主持: 黃毅娟女士）

第九屆世界華語學校圖書館論壇
論壇日程表

2021年7月27日(星期二)

活動內容

開幕

https://iacsl.hktla.hk/2021/%E7%AC%AC%E4%B9%9D%E5%B1%86%E4%B8%96%E7%95%8C%E8%8F%AF%E8%AA%9E%E5%AD%B8%E6%A0%A1%E5%9C%96%E6%9B%B8%E9%A4%A8%E8%AB%96%E5%A3%87%E8%A9%B3%E6%83%85/


時間 持續時

09:00-09:45 45分鐘

09:45-10:00 15分鐘

10:00-10:45 45分鐘

10:45-11:00 15分鐘

11:00-11:15 15分鐘

11:15-12:00 45分鐘

12:00-12:15 15分鐘

12:15-13:15 60分鐘

13:15-14:00 45分鐘

14:00-14:15 15分鐘

14:15-15:15 60分鐘 平行講座時間(三) - 1 平行講座時間(三) - 2 平行講座時間(三) - 3 平行講座時間(三) - 4 平行講座時間(三) - 5

14:15-14:45 30分鐘

編號: C108

學校/機構名稱:  相愛大学

發表者:  岡田大輔老師

題目: 中文文獻中的日本學

校圖書館 (以英語及普通話

發表)

主題類別: 圖書館管理（政

策、人員、資源）

編號: O107

學校/機構名稱:  香港教育

大學

發表者:  蔡逸寧老師

題目: 閲讀選材多元化-以

「賽馬會與『文』同樂學

習計劃」為例

主題類別: 走進閱讀世界（

閱讀素養）

編號: C119

學校/機構名稱:  吉隆坡尊

孔獨立中學

發表者:  陸素芬老師

題目: 吉隆坡尊孔獨立中

學圖書館閱讀推廣研究

主題類別: 圖書館管理（

政策、人員、資源）

編號: C117

學校/機構名稱:  芙蓉中華

中學

發表者:  李殷樂老師

題目: 疫情下的閱讀推動-

以芙蓉中華中學「悅讀百

籍」企劃為考察案例

主題類別: 疫情時代的閱

讀困境與突破（閱讀推廣

新動向）

編號: C122

學校/機構名稱:  安徽省合

肥市望湖小學洞庭湖路校

區

發表者:  楊靜靜老師

題目: 數碼時代的新角色-

淺談智慧圖書館館員的角

色定位

主題類別: 數碼時代的新

角色（圖書館/閱讀推廣

人員突破傳統的角色，包

括技術變革、多元服務）

14:45-15:15 30分鐘

編號: C123

學校/機構名稱:  新北市立丹

鳳高中

發表者:  宋怡慧老師

題目: 素養時代閱讀的移動

式-亮點閱讀x科技遊戲

主題類別: 數碼時代的新角

色（圖書館/閱讀推廣人員

突破傳統的角色，包括技術

變革、多元服務）

編號: O108

學校/機構名稱: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ation

And Institutions

發表者:  陳敏儀老師

題目: 當學校圖書館進入閱

讀2.0時代

主題類別: 圖書館教育是促

進教育變革的轉捩點 (透過

圖書館教育走出教育改革

的瓶頸 )

學校/機構名稱:  東華三院

郭一葦中學

發表者:  凌秀慧老師

題目: 淺談啟發潛能教育

理念下的學校圖書館環境

設置

主題類別: 圖書館管理（

政策、人員、資源）

編號: C106

學校/機構名稱:  香港浸會

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

學（中學部）

發表者:  王曉龍老師

題目: 香港的圖書館教育

如何實現教育改革的長遠

目標

主題類別: 圖書館教育是

促進教育變革的轉捩點

(透過圖書館教育走出教育

改革的瓶頸 )

學校/機構名稱:  弘立書院

（小學部）/香港學校圖

書館主任協會

發表者:  黃毅娟老師

題目: 跨越二十一年的童

書教育及技術革新

主題類別: 數碼時代的新

角色（圖書館/閱讀推廣

人員突破傳統的角色，包

括技術變革、多元服務）

15:15-15:30 15分鐘

15:30-16:15 45分鐘

16:15-16:30 15分鐘

16:30-17:00 30分鐘

*** 2021年07月14日更新程序表, 本會議日程將持續更新。 

***平行講座的題目及時間表於2021年7月11日前公佈。

*** 官方網站: https://iacsl.hktla.hk/2021/第九屆世界華語學校圖書館論壇詳情/

第九場討論（嘉賓主持: 葉錦蓮女士）

閉幕禮（第九屆華語論壇主席黃毅娟女士主持）

第五場討論 (嘉賓主持: 范綺萍理事長)

主題演講六 (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謝錫金教授 )

講題: 數碼化中文閱讀

第六場討論 (嘉賓主持: 范綺萍理事長)

休息/ 線上導覽參觀圖書館

主題演講七（合肥望湖小學胡冬梅校長）

講題: 非常“7+1”，建設圖書館中的學校

第七場討論（嘉賓主持: 陸玲女士）

午膳

主題演講五 ( 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董總）陳大錦主席）

講題: 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教育體系圖書館經營與閱讀推廣的努力與工作

主題演講八 ( 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務長,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 中原大學講座教授陳昭珍博士 )

講題: 十年有成：台灣圖書教師發展歷程與未來展望

第八場討論（嘉賓主持: 陸玲女士）

休息/ 線上導覽參觀圖書館

主題演講九（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王國強理事長）

講題: 疫情以後澳門學校圖書館發展及閱讀推廣綜述

第九屆世界華語學校圖書館論壇
論壇日程表

2021年7月28日(星期三)

活動內容

https://iacsl.hktla.hk/2021/%E7%AC%AC%E4%B9%9D%E5%B1%86%E4%B8%96%E7%95%8C%E8%8F%AF%E8%AA%9E%E5%AD%B8%E6%A0%A1%E5%9C%96%E6%9B%B8%E9%A4%A8%E8%AB%96%E5%A3%87%E8%A9%B3%E6%83%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