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持续时

间

09:00-09:20 20分钟

09:20-09:50 30分钟

09:50-10:20 30分钟

10:20-10:35 15分钟

10:35-11:20 45分钟

11:20-11:35 15分钟

11:35-12:35 60分钟 平行讲座时间 (一) - 1 平行讲座时间 (一) - 2 平行讲座时间 (一) - 3 平行讲座时间 (一) - 4 平行讲座时间 (一) - 5

11:35-12:05 30分钟

编号: C121

学校/机构名称: 台湾学校图

书馆馆员学会/新北市立秀

峰高中

发表者: 范绮萍老师

题目: 台湾高级中等学校实

施新课纲自主学习实施现况

与问题探讨

主题类别: 图书馆管理（政

策、人员、资源）

学校/机构名称: 丰子恺儿童

图画书奖组委会

发表者: 林利芬女士（执行

总监）

题目: 走进原创图画书的世

界

主题类别: 走进阅读世界（

阅读素养）

编号: C107

学校/机构名称: 喇沙小学

发表者: 吴凯欣老师

题目: 阅读悦多FUN

主题类别: 图书馆合作圈

（专业合作，动态信息、

课程）

编号: C116

学校/机构名称: 波德申中

华中学

发表者: 张永庆老师

题目: 疫情时代阅读“双

跨”的教育展望

主题类别: 疫情时代的阅

读困境与突破（阅读推广

新动向）

编号: C109

学校/机构名称: 台北市立

士林高级商业职业学校

作者: 钟允中老师/刘家欣

老师

题目: 台湾高中职图书馆

电子书利用调查与士林高

商推动电子书阅读实例

主题类别: 电子阅读时代

（数字图书馆；21世纪的

信息素养教育；获取信息

的自由与选择）

12:05-12:35 30分钟

编号: C103

学校/机构名称: 风采中学

发表者: 程志森老师

题目: 从阅读、分享知识到

凝聚社群—以香港风采中学

为例初探疫情阅读推广之策

略与实践

主题类别: 疫情时代的阅读

困境与突破（阅读推广新动

向）

编号: P102

学校/机构名称: 台湾师范大

学

作者: 林心茹老师/ 陈昭珍

教授

题目: 信息素养融入跨域探

究学习课程之探讨

主题类别: 图书馆合作圈（

专业合作，动态信息、课

程）

编号: C125

学校/机构名称: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作者: 陈敏仪老师/ 梁嘉慧

博士

题目: A Library Course

for Today's Education

and Beyond

主题类别: 图书馆教育是

促进教育变革的转折点

编号: C114

学校/机构名称: 台湾科技

大学

发表者: 黄琇苓老师

题目: 结合SVVR虚拟环景

的在线阅读主题策展对学

生探究性阅读的成效

主题类别: 疫情时代的阅

读困境与突破（阅读推广

新动向）

编号: C120

学校/机构名称: 麻坡中化

中学

发表者: 颜振芬老师 / 许

丽薇老师

题目: 马来西亚柔佛麻坡

中化中学图书馆阅读推广

活动的实证分析

主题类别: 图书馆管理（

政策、人员、资源）

12:35-13:35 60分钟

13:35-14:20 45分钟

14:20-14:35 15分钟

14:35-14:50 15分钟

14:50-15:35 45分钟

15:35-15:50 15分钟

15:50-16:50 60分钟 平行讲座时间(二) - 1 平行讲座时间(二) - 2 平行讲座时间(二) - 3 平行讲座时间(二) - 4 平行讲座时间(二) - 5

15:50-16:20 30分钟

编号: C105

学校/机构名称: 中华基督教

会协和小学（长沙湾）

发表者: 伦雅文老师

题目: 初探小学纵向图书课

课程的建构

主题类别: 图书馆教育是促

进教育变革的转折点 (透过

图书馆教育走出教育改革的

瓶颈 )

编号: C124

学校/机构名称: 安徽省合肥

市青年路小学

发表者: 姜莹老师

题目: 基于核心素养理念下

，小学生如何利用信息化

辅助阅读？

主题类别: 数码时代的新角

色（图书馆/阅读推广人员

突破传统的角色，包括技

术变革、多元服务）

编号: C104

学校/机构名称:  满天星青

少年公益发展中心

发表者:  黄凤平老师

题目: 阅读循环圈理论在

县域体系化儿童阅读项目

的应用与探索——以广州

满天星公益项目为例

主题类别: 教育平等与阅

读（偏乡阅读教育或公益

团体的阅读推广活动等）

编号: C110

学校/机构名称:  基隆市百

福国中

发表者:  陈秋雯老师

题目: 以探索式阅读提升

七年级生国语文素养之教

学实践

主题类别: 探究性学习与

阅读（以阅读为本的探究

性学习）

编号: C113

学校/机构名称:  青年会书

院

发表者:  刘镇东老师

题目: 由「危」转

「机」：「数码时代」阅

读推广新动向

主题类别: 疫情时代的阅

读困境与突破（阅读推广

新动向）

16:20-16:50 30分钟

编号: C115

学校/机构名称:  台湾科技大

学

发表者:  黄琇苓老师

题目: 结合AI自然语言理解

的聊天机器人对学生阅读行

为之成效

主题类别: 走进阅读世界（

阅读素养）

编号: C112

学校/机构名称:  合肥市师

范附属小学

发表者:  朱诲老师

题目: 以阅读为主的探究性

学习,开展图书馆课程与学

科融合的协作

主题类别: 探究性学习与阅

读（以阅读为本的探究性

学习）

编号: O109

学校/机构名称:  国立台湾

海洋大学

发表者:  谢淑熙老师

题目: 阅读素养融入国语

文教学试探

主题类别: 走进阅读世界

（阅读素养）

编号: C118

学校/机构名称:  巴生滨华

中学

发表者:  胡月霞老师

题目: 提高素质，引领阅

读-图书教师的使命

主题类别: 数码时代的新

角色（图书馆/阅读推广

人员突破传统的角色，包

括技术变革、多元服务）

学校/机构名称: 基督教宣

道会宣基小学

发表者: 彭彩宝老师

题目: 启动校本信息素养

程序，拓展学生学习空间

主题类别: 电子阅读时代

（数字图书馆；21世纪的

信息素养教育；获取信息

的自由与选择）

*** 2021年07月14日更新程序表, 本会议日程将持续更新。 

***平行讲座的题目及时间表于2021年7月11日前公布。

***论坛网站﹕https://iacsl.hktla.hk/zh-cn/2021-zh/第九届世界华语学校图书馆论坛详情/

第九届世界华语学校图书馆论坛
论坛日程表

2021年7月27日(星期二)

活动内容

开幕

主题演讲一 ( IASL会长Ms Katy Man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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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场讨论（嘉宾主持: 陈昭珍博士）

休息/ 在线导览参观图书馆

主题演讲二 (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副校长宋曜廷教授）

讲题: Smart Reading 智慧选书，适性阅读

第二场讨论（嘉宾主持: 黄毅娟女士）

午膳

主题演讲三 ( 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亚洲语言文化学部副主任陈志锐副教授 )

讲题: 借数码东风，扬阅读高帆—新加坡图书馆的再启航

第三场讨论 （嘉宾主持: 梁月霞女士）

休息/ 在线导览参观图书馆

主题演讲四 (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 教师教育及学习领导部副教授朱启华博士 )

讲题: 激发学生对英语阅读的兴趣 & 提高他们的英语阅读能力！

第四场讨论 （嘉宾主持: 梁月霞女士）

https://iacsl.hktla.hk/zh-cn/2021-zh/%e7%ac%ac%e4%b9%9d%e5%b1%8a%e4%b8%96%e7%95%8c%e5%8d%8e%e8%af%ad%e5%ad%a6%e6%a0%a1%e5%9b%be%e4%b9%a6%e9%a6%86%e8%ae%ba%e5%9d%9b%e8%af%a6%e6%83%85/
https://iacsl.hktla.hk/zh-cn/2021-zh/%e7%ac%ac%e4%b9%9d%e5%b1%8a%e4%b8%96%e7%95%8c%e5%8d%8e%e8%af%ad%e5%ad%a6%e6%a0%a1%e5%9b%be%e4%b9%a6%e9%a6%86%e8%ae%ba%e5%9d%9b%e8%af%a6%e6%83%85/
https://iacsl.hktla.hk/zh-cn/2021-zh/%e7%ac%ac%e4%b9%9d%e5%b1%8a%e4%b8%96%e7%95%8c%e5%8d%8e%e8%af%ad%e5%ad%a6%e6%a0%a1%e5%9b%be%e4%b9%a6%e9%a6%86%e8%ae%ba%e5%9d%9b%e8%af%a6%e6%83%85/
https://iacsl.hktla.hk/zh-cn/2021-zh/%e7%ac%ac%e4%b9%9d%e5%b1%8a%e4%b8%96%e7%95%8c%e5%8d%8e%e8%af%ad%e5%ad%a6%e6%a0%a1%e5%9b%be%e4%b9%a6%e9%a6%86%e8%ae%ba%e5%9d%9b%e8%af%a6%e6%83%85/
https://iacsl.hktla.hk/zh-cn/2021-zh/%e7%ac%ac%e4%b9%9d%e5%b1%8a%e4%b8%96%e7%95%8c%e5%8d%8e%e8%af%ad%e5%ad%a6%e6%a0%a1%e5%9b%be%e4%b9%a6%e9%a6%86%e8%ae%ba%e5%9d%9b%e8%af%a6%e6%83%85/


时间 持续时

09:00-09:45 45分钟

09:45-10:00 15分钟

10:00-10:45 45分钟

10:45-11:00 15分钟

11:00-11:15 15分钟

11:15-12:00 45分钟

12:00-12:15 15分钟

12:15-13:15 60分钟

13:15-14:00 45分钟

14:00-14:15 15分钟

14:15-15:15 60分钟 平行讲座时间(三) - 1 平行讲座时间(三) - 2 平行讲座时间(三) - 3 平行讲座时间(三) - 4 平行讲座时间(三) - 5

14:15-14:45 30分钟

编号: C108

学校/机构名称:  相爱大学

发表者:  冈田大辅老师

题目: 中文文献中的日本学

校图书馆 (以英語及普通話

发表)

主题类别: 图书馆管理（政

策、人员、资源）

编号: O107

学校/机构名称:  香港教育

大学

发表者:  蔡逸宁老师

题目: 阅读选材多元化-以

「赛马会与『文』同乐学

习计划」为例

主题类别: 走进阅读世界（

阅读素养）

编号: C119

学校/机构名称:  吉隆坡尊

孔独立中学

发表者:  陆素芬老师

题目: 吉隆坡尊孔独立中

学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

主题类别: 图书馆管理（

政策、人员、资源）

编号: C117

学校/机构名称:  芙蓉中华

中学

发表者:  李殷乐老师

题目: 疫情下的阅读推动-

以芙蓉中华中学「悦读百

籍」企划为考察案例

主题类别: 疫情时代的阅

读困境与突破（阅读推广

新动向）

编号: C122

学校/机构名称:  安徽省合

肥市望湖小学洞庭湖路校

区

发表者:  杨静静老师

题目: 数码时代的新角色-

浅谈智能图书馆馆员的角

色定位

主题类别: 数码时代的新

角色（图书馆/阅读推广

人员突破传统的角色，包

括技术变革、多元服务）

14:45-15:15 30分钟

编号: C123

学校/机构名称:  新北市立丹

凤高中

发表者:  宋怡慧老师

题目: 素养时代阅读的移动

式-亮点阅读x科技游戏

主题类别: 数码时代的新角

色（图书馆/阅读推广人员

突破传统的角色，包括技术

变革、多元服务）

编号: O108

学校/机构名称: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ation

And Institutions

发表者:  陈敏仪老师

题目: 当学校图书馆进入阅

读2.0时代

主题类别: 图书馆教育是促

进教育变革的转折点 (透过

图书馆教育走出教育改革

的瓶颈 )

学校/机构名称:  东华三院

郭一苇中学

发表者:  凌秀慧老师

题目: 浅谈启发潜能教育

理念下的学校图书馆环境

设置

主题类别: 图书馆管理（

政策、人员、资源）

编号: C106

学校/机构名称:  香港浸会

大学附属学校王锦辉中小

学（中学部）

发表者:  王晓龙老师

题目: 香港的图书馆教育

如何实现教育改革的长远

目标

主题类别: 图书馆教育是

促进教育变革的转折点

(透过图书馆教育走出教育

改革的瓶颈 )

学校/机构名称:  弘立书院

（小学部）/香港学校图

书馆主任协会

发表者:  黄毅娟老师

题目: 跨越二十一年的童

书教育及技术革新

主题类别: 数码时代的新

角色（图书馆/阅读推广

人员突破传统的角色，包

括技术变革、多元服务）

15:15-15:30 15分钟

15:30-16:15 45分钟

16:15-16:30 15分钟

16:30-17:00 30分钟

*** 2021年07月14日更新程序表, 本会议日程将持续更新。 

***平行讲座的题目及时间表于2021年7月11日前公布。

***论坛网站﹕https://iacsl.hktla.hk/zh-cn/2021-zh/第九届世界华语学校图书馆论坛详情/

第九届世界华语学校图书馆论坛
论坛日程表

2021年7月28日(星期三)

活动内容
主题演讲五 (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陈大锦主席）

讲题: 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教育体系图书馆经营与阅读推广的努力与工作

主题演讲八 ( 前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务长, 图书信息学研究所教授 中原大学讲座教授陈昭珍博士 )

讲题: 十年有成：台湾图书教师发展历程与未来展望

第八场讨论（嘉宾主持: 陆玲女士）

休息/ 在线导览参观图书馆

主题演讲九（澳门图书馆暨信息管理协会王国强理事长）

讲题: 疫情以后澳门学校图书馆发展及阅读推广综述

第九场讨论（嘉宾主持: 叶锦莲女士）

闭幕礼（第九届华语论坛主席黄毅娟女士主持）

第五场讨论 (嘉宾主持: 范绮萍理事长)

主题演讲六 (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谢锡金教授 )

讲题: 数码化中文阅读

第六场讨论 (嘉宾主持: 范绮萍理事长)

休息/ 在线导览参观图书馆

主题演讲七（合肥望湖小学胡冬梅校长）

讲题: 非常“7+1”，建设图书馆中的学校

第七场讨论（嘉宾主持: 陆玲女士）

午膳

https://iacsl.hktla.hk/zh-cn/2021-zh/%e7%ac%ac%e4%b9%9d%e5%b1%8a%e4%b8%96%e7%95%8c%e5%8d%8e%e8%af%ad%e5%ad%a6%e6%a0%a1%e5%9b%be%e4%b9%a6%e9%a6%86%e8%ae%ba%e5%9d%9b%e8%af%a6%e6%83%85/
https://iacsl.hktla.hk/zh-cn/2021-zh/%e7%ac%ac%e4%b9%9d%e5%b1%8a%e4%b8%96%e7%95%8c%e5%8d%8e%e8%af%ad%e5%ad%a6%e6%a0%a1%e5%9b%be%e4%b9%a6%e9%a6%86%e8%ae%ba%e5%9d%9b%e8%af%a6%e6%83%85/
https://iacsl.hktla.hk/zh-cn/2021-zh/%e7%ac%ac%e4%b9%9d%e5%b1%8a%e4%b8%96%e7%95%8c%e5%8d%8e%e8%af%ad%e5%ad%a6%e6%a0%a1%e5%9b%be%e4%b9%a6%e9%a6%86%e8%ae%ba%e5%9d%9b%e8%af%a6%e6%83%85/
https://iacsl.hktla.hk/zh-cn/2021-zh/%e7%ac%ac%e4%b9%9d%e5%b1%8a%e4%b8%96%e7%95%8c%e5%8d%8e%e8%af%ad%e5%ad%a6%e6%a0%a1%e5%9b%be%e4%b9%a6%e9%a6%86%e8%ae%ba%e5%9d%9b%e8%af%a6%e6%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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