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 111 年度中小學暑期閱讀營計畫
壹、依據
一、臺北市 111 年推動國民中學生深耕閱讀實施計畫。
二、臺北市國民小學推動兒童深耕閱讀工作計畫 108 年度-111 年度四年計畫。
貳、目的
一、融合推展議題內涵，開展學生多元閱讀。
二、涵養學生閱讀興趣，厚實學生閱讀素養。
三、提供多元閱讀素材，拓展學生閱讀視野。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
二、承辦學校：臺北市立雙園國民中學、臺北市立新興國民中學、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臺
北市立明德國民中學、臺北市立永吉國民中學、臺北市立景美國民中學、臺北市中正區河
堤國民小學、臺北市中山區吉林國民小學、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國民小學、臺北市士林區劍
潭國民小學、臺北市信義區興雅國民小學、臺北市文山區萬興國民小學
肆、實施對象：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學生（依 110 學年度就讀年級計）。
伍、實施方式
一、營隊時間：111 年 8 月 8 日(星期一)至 8 月 19 日(星期五)。
二、營隊地點：
(一)中正、萬華區：雙園國中、河堤國小。
(二)中山、大同區：新興國中、吉林國小。
(三)內湖、南港區：麗山國中、成德國小。
(四)士林、北投區：明德國中、劍潭國小。
(五)松山、信義區：永吉國中、興雅國小。
(六)文山、大安區：景美國中、萬興國小。
三、營隊場次：國小低、中、高年級及國中各 6 場次，共計 24 場次。
四、招生名額：每場次為 30 名，共計 720 名。每場次保留錄取名額予經濟及文化不利學生 5
名。
五、招生方式：
1.每生以報名 3 個場次為限，如報名超過 3 場次，按學生報名時間先後順序取前 3 場。
2.如場次報名額滿，採抽籤方式決定，並以就讀該校行政區內學校之學生為優先。每生以
參加 1 場額滿場次為限。
六、各場次營隊內容請參考附件，本營隊為免費，為鼓勵學生參與及多閱讀，全程參與活動者
可獲贈講師（作者）書籍一本。
陸、報名方式
一、報名期間：111 年 7 月 25 日（星期一）至 7 月 31 日（星期日）止。如場次報名額滿，將
於 8 月 2 日(星期二)進行抽籤。

二、報名網址：請參考附件各場次課表所列報名網址。
三、錄取公告：111 年 8 月 2 日（星期二）下午 4 時過後公布於各營隊承辦學校網頁並將以電
子郵件通知。
柒、注意事項
一、為珍惜資源，加強環境保育，請自行攜帶環保杯、環保餐具。
二、請參加學員務必遵守防疫規定，配戴口罩並配合量測體溫，國中/國小學生請完成 3 劑/1
劑 COVID-19 疫苗接種，倘未完成 3 劑/1 劑接種或不適接種者，則請於營隊第一日提供 2
日內快篩陰性證明。
三、倘有疑義請逕洽各承辦學校。
捌、經費：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相關經費支應。
玖、本計畫經教育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營隊課程之規劃及講師
一、營隊課程規劃
(一)總課表
8/8（一）

8/9（二）

劍潭國小/低年級
【用點心學校：超級大明星】

8/10（三）

8/11（四）

8/12（五）

萬興國小/低年級
【用點心學校：超級大明星】

河堤國小/低年級
【跟小熊一起上手語課】
興雅國小/中年級
【氣候變遷行動—拯救珊瑚大作戰】
萬興國小/高年級
【這個暑假，我們來談感情】
吉林國小/高年級
【現代人撞進古早故事，然後呢？】
（謝鴻文客座）
吉林國小/低年級
【跟小熊一起上手語課】
明德國中【倒帶青春】
劍潭國小/高年級
【山與海的對話】
興雅國小/高年級
【這個暑假，我們來談感情】
成德國小/高年級
【現代人撞進古早故事，然後
呢？】（李明足全程）
河堤國小/高年級
【文字森林海玩一夏】
河堤國小/中年級
【藍色不只是藍色，如何用顏
色創作一首童詩】
雙園國中
【倒帶青春】

8/15（一）

8/16（二）

8/17（三）

8/18（四）

8/19（五）

成德國小/低年級
【用點心學校：超級大明星】
興雅國小/低年級
【狗狗特攻隊】
萬興國小/中年級
【氣候變遷行動
—拯救珊瑚大作戰】
劍潭國小/中年級
【打造自己的妖怪卡牌】
麗山國中
【在別人故事中看到自己成長】
新興國中
【不一樣的青春
----紀實漫畫】
吉林國小/中年級
【氣候變遷行動
—拯救珊瑚大作戰】
成德國小/中年級
【想像力就是你的超能力！製作
你的第一個大富翁遊戲！】
永吉國中
【不一樣的青春
----紀實漫畫】
景美國中
【在別人故事中看到自己成長】

(二)報名網址總表
國小

國中

1.萬興國小 https://pse.is/4cs4yg

1.新興國中 https://pse.is/4brhhz

2.興雅國小 https://pse.is/4ckxxb

2.永吉國中 https://pse.is/4cgtvq

3.劍潭國小 https://pse.is/4cb54u

3.麗山國中 https://pse.is/4c4atx

4.成德國小 https://pse.is/4azwqz

4.景美國中 https://pse.is/4ceryu

5.河堤國小 https://pse.is/49l494

5.明德國中 https://pse.is/4ce89m

6.吉林國小 https://pse.is/49qrpe

6.雙園國中 https://pse.is/4aw2sa

二、各國中小營隊課表：
（一）國小
1.萬興國小 (文山、大安區)
報名網址：https://pse.is/4cs4yg 聯絡電話：02-29381721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08/10-08/11

08/15-08/16

08/08-08/09

【用點心學校：超級大明
星】

【氣候變遷行動—拯救珊
瑚大作戰】

【這個暑假，我們來談感情】

萬興國小：低年級【用點心學校：超級大明星】
日 期
時 間

8 月 10 日(星期三)

8 月 11 日(星期四)

08:30-8：50

報到時間

08:50-09:00

始業式

09:00-9:50
文本導讀

《用點心學校 13：超級大明星》
兒童文學作家 林哲璋

10:00-10:30
10：40-11：50

報到時間

閱讀的智慧，

書中自有作文老師

寫作的祕密（總論）
兒童文學作家 林哲璋

12:00-13:00

【點心的起源故事】
麥先生和米小姐的點心世界
節目製作人 焦志方
——和大師學修辭 2
兒童文學作家 林哲璋

午餐
書中自有作文老師

13:00-14：30

——和大師學修辭 1
兒童文學作家 林哲璋

遊戲的作文
——故事的習作與改寫
兒童文學作家 林哲璋

作文的遊戲
14:40-15:50
16:00

——詩的習作
兒童文學作家 林哲璋
賦歸

■ 搭配主題書：【用點心學校】系列書之 13《超級大明星》，作者林哲璋、繪者 BO2，小天下出版。

萬興國小‧中年級：【氣候變遷行動—拯救珊瑚大作戰】
日 期

8 月 15 日(星期一)

時 間

8 月 16 日(星期二)

08:30-8：50

報到時間

08:50-09:00

始業式

09:00-10：20

珊瑚很有事——
認識珊瑚、珊瑚保育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計畫助理鄭淑菁

10：30-11：00

報到時間

環境藝術體驗——
陸上造礁，DIY「針織水母」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計畫助理鄭淑菁

分組製作
《海神給你報報》
報紙欄目 1——
＊頭條新聞
＊魚樂新聞
＊海洋大小事

11:10-12:00
文本導讀與影片欣賞

繪本《SOS 探險隊：拯救珊瑚大作戰》
紀錄片欣賞——美麗的珊瑚、
珊瑚下蛋奇景、海洋下雪
兒童文學作家 嚴淑女

12:00-13:00

兒童文學作家 嚴淑女

午餐
分組製作
《海神給你報報》

13:00-14：30

招募《海神給你報報》特派員

報紙欄目 2——
＊非看不可廣告

＊特派員技能傳授
＊採訪、寫稿、繪製、出刊

＊笑笑漫畫(介紹海洋生物)
兒童文學作家 嚴淑女
分組報告
《海神給你報報》
徵選比賽、頒發獎品
兒童文學作家 嚴淑女

兒童文學作家 嚴淑女
14:40-15:50

16:00

賦歸

■ 搭配主題書：海洋繪本《SOS 探險隊：拯救珊瑚大作戰》套組，作者嚴淑女，繪者蔡嘉驊，國立海洋科技
博物館、四也文化共同出版。
■ 展覽藝術：「陸上造礁—針織珊瑚海洋」

萬興國小‧ 高年級： 【這個暑假，我們來談感情】
日 期
8 月 8 日(星期一)
時 間
08:30-8：50
08:50-09:00

8 月 9 日(星期二)

報到時間

報到時間

始業式

09:00-10：20
陳素宜小說裡的青春情事
兒童文學作家 陳素宜

人與動物的感情
兒童文學作家 陳素宜

10:30-11:50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寫一封有感情的書信
兒童文學作家 陳素宜

你是朋友還是殺手
兒童文學作家 陳素宜

14:10-15:50
16:00

賦歸

■ 搭配主題書：《告訴摩拉摩拉 我想他》，作者陳素宜，繪者：法蘭克，小兵出版。
■ 準備 A4 空白紙。

2.興雅國小(松山、信義區)
報名網址：https://pse.is/4ckxxb 聯絡電話：02-27618156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08/15-08/16

08/08-08/09

08/10-08/11

【狗狗特攻隊】

【氣候變遷行動—拯救
珊瑚大作戰】

【這個暑假，我們來談感情】

興雅國小‧低年級 【狗狗特攻隊】
日 期
8 月 15 日(星期一)
時 間

8 月 16 日(星期二)

08:30-8：50

報到時間

08:50-09:00

始業式

09:00-10:20
文本導讀

繪本《小白》
繪本作家 郭乃文

繪本《尋貓啟事》
繪本作家 郭乃文

10:30-11：50

浪浪的一百種姿勢
繪本作家 郭乃文

如何跟貓狗作朋友
繪本作家 郭乃文

12:00-13:00
13:00-14：20

14:30-15:50
16:00

報到時間

午餐

浪浪家屋製作

愛的小書製作

繪本作家 郭乃文

繪本作家 郭乃文

賦歸

■ 搭配主題書：繪本《小白》，作者郭乃文，繪者周見信，信誼基金出版社。

興雅國小‧中年級【氣候變遷行動—拯救珊瑚大作戰】
日 期

8 月 8 日(星期一)

時 間

8 月 9 日(星期二)

08:30-8：50

報到時間

08:50-09:00

始業式

09:00-10：20

珊瑚很有事——
認識珊瑚、珊瑚保育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計畫助理鄭淑菁

10：30-11：00

報到時間

環境藝術體驗——
陸上造礁，DIY「針織水母」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計畫助理鄭淑菁

分組製作
《海神給你報報》
報紙欄目 1——
＊頭條新聞
＊魚樂新聞
＊海洋大小事

11:10-12:00
文本導讀與影片欣賞

繪本《SOS 探險隊：拯救珊瑚大作戰》
紀錄片欣賞——美麗的珊瑚、
珊瑚下蛋奇景、海洋下雪
兒童文學作家 嚴淑女

12:00-13:00

兒童文學作家 嚴淑女

午餐
分組製作
《海神給你報報》

13:00-14：30

招募《海神給你報報》特派員

報紙欄目 2——
＊非看不可廣告

＊特派員技能傳授
＊採訪、寫稿、繪製、出刊

＊笑笑漫畫(介紹海洋生物)
兒童文學作家 嚴淑女
分組報告
《海神給你報報》
徵選比賽、頒發獎品
兒童文學作家 嚴淑女

兒童文學作家 嚴淑女
14:40-15:50

16:00

賦歸

■ 搭配主題書：海洋繪本《SOS 探險隊：拯救珊瑚大作戰》套組，作者嚴淑女，繪者蔡嘉驊，國立海洋科技
博物館、四也文化共同出版。
■ 展覽藝術：「陸上造礁—針織珊瑚海洋」

興雅國小‧高年級 【這個暑假，我們來談感情】
日 期
時 間
08:30-8：50
08:50-09:00

8 月 10 日(星期三)

8 月 11 日(星期四)

報到時間

報到時間

始業式

09:00-10：20
陳素宜小說裡的青春情事
兒童文學作家 陳素宜

人與動物的感情
兒童文學作家 陳素宜

10:30-11:50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寫一封有感情的書信
兒童文學作家 陳素宜

你是朋友還是殺手
兒童文學作家 陳素宜

14:10-15:50
16:00

賦歸

■ 搭配主題書：《緣起西廂》，作者陳素宜，繪者：齊豫寧，小魯文化出版。
■ 準備 A4 空白紙。

3.劍潭國小(士林、北投區)
報名網址：https://pse.is/4cb54u 聯絡電話：02-28855491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08/08-08/09

08/15-08/16

08/10-08/11

【用點心學校：超級大明
星】

【打造自己的妖怪卡牌】

【山與海的對話】

劍潭國小‧低年級【用點心學校：超級大明星】
日 期
時 間

8 月 8 日(星期一)

8 月 9 日(星期二)

08:30-8：50

報到時間

08:50-09:00

始業式

09:00-9:50
文本導讀

《用點心學校 13：超級大明星》
兒童文學作家 林哲璋

10:00-10:30
10：40-11：50

報到時間

閱讀的智慧，
寫作的祕密（總論）
兒童文學作家 林哲璋

12:00-13:00

【點心的起源故事】
麥先生和米小姐的點心世界
節目製作人 焦志方
書中自有作文老師
——和大師學修辭 2
兒童文學作家 林哲璋

午餐
書中自有作文老師

13:00-14：30

——和大師學修辭 1
兒童文學作家 林哲璋

遊戲的作文
——故事的習作與改寫
兒童文學作家 林哲璋

作文的遊戲
14:40-15:50
16:00

——詩的習作
兒童文學作家 林哲璋
賦歸

■ 搭配主題書：【用點心學校】系列書之 13《超級大明星》，作者林哲璋、繪者 BO2，小天下出版。

劍潭國小‧中年級【打造自己的妖怪卡牌】
日 期
時 間

8 月 15 日(星期一)

8 月 16 日(星期二)

08:30-8：50

報到時間

08:50-09:00

始業式

09:00-10：20
文本導讀

橋梁書
《怪俠空古力 2：妖怪遊樂園》
兒童文學作家 顏志豪

報到時間

繼續卡牌製作
1. 妖怪遊戲卡牌的製作原則說明
（角色設定練習）
10：30-11：50

兒童文學作家 顏志豪

2.進行分組
3.選擇自己要做的妖怪卡牌主題
兒童文學作家 顏志豪

12:00-13:00

午餐

13:00-14：30

創造一隻你喜歡的妖怪，
讓他永遠陪著你
兒童文學作家 顏志豪

各組卡牌介紹
與第一次試玩
兒童文學作家 顏志豪

14:40-15:50

分工製作卡牌組
兒童文學作家 顏志豪

第二次正式比賽
學員心得分享與互道再見
兒童文學作家 顏志豪

16:00

賦歸

■ 搭配主題書：橋梁書《怪俠空古力 2：妖怪遊樂園》，作者顏志豪，繪者曹一竹，巴巴文化出版。

劍潭國小‧高年級 【山與海的對話】
日 期
8 月 10 日(星期三)
時 間
08:30-8：50

8 月 11 日(星期四)

報到時間

報到時間

08:50-09:00

始業式

09:00-10：20
文本導讀

布農繪本
《我的獵人爺爺達駭黑熊》
布農族作家 乜寇‧索克魯曼

10:30-11:50

布農族的傳說、祭典與禁忌
布農族作家 乜寇‧索克魯曼

從非洲探險到駕帆船看世界
「太平公主號」發言人
暨國際事務主任趙秀英
378 天航程：
太平公主號橫跨太平洋
「太平公主號」發言人
暨國際事務主任趙秀英

12:00-13:00

13:00-14：00

午餐
海洋繪本導讀
《鄭和下西洋的祕密》
作家 李如青

創作自己的慶典故事--故事寫作與改寫
布農族作家 乜寇‧索克魯曼

故事寫作與繪圖
作家 李如青

14:10-15:50
16:00

賦歸

■ 搭配主題書：金鼎獎繪本《鄭和下西洋的祕密》，作者李如青，四也文化出版。

4.成德國小(內湖、南港區)
報名網址：https://pse.is/4azwqz 聯絡電話：02-27851376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08/15-08/16

08/17-08/18

08/10-08/11

【用點心學校：超級大明
星】

【想像力就是你的超能
力！製作你的第一個大
富翁遊戲！】

【現代人撞進古早故事，然後
呢？】 （李明足全程）

成德國小‧低年級 【用點心學校：超級大明星】
日 期
時 間

8 月 15 日(星期一)

8 月 16 日(星期二)

08:30-8：50

報到時間

08:50-09:00

始業式

09:00-9:50
文本導讀

《用點心學校 13：超級大明星》
兒童文學作家 林哲璋

10:00-10:30
10：40-11：50

報到時間

閱讀的智慧，
寫作的祕密（總論）
兒童文學作家 林哲璋

12:00-13:00

【點心的起源故事】
麥先生和米小姐的點心世界
節目製作人 焦志方
書中自有作文老師
——和大師學修辭 2
兒童文學作家 林哲璋

午餐
書中自有作文老師

13:00-14：30

——和大師學修辭 1
兒童文學作家 林哲璋

遊戲的作文
——故事的習作與改寫
兒童文學作家 林哲璋

作文的遊戲
14:40-15:50
16:00

——詩的習作
兒童文學作家 林哲璋
賦歸

■ 搭配主題書：【用點心學校】系列書之 13《超級大明星》，作者林哲璋、繪者 BO2，小天下出版。

成德國小‧中年級【想像力就是你的超能力！製作你的第一個大富翁遊戲！】
日 期
時 間

8 月 17 日(星期三)

8 月 18 日(星期四)

08:30-8：50

報到時間

08:50-09:00

始業式

09:00-10：20
文本導讀

橋梁書
《快閃貓生活謎語童話：滾滾豬大富翁》
兒童文學作家 顏志豪

10：30-11：50

報到時間

大富翁的製造規則
學員討論決定大富翁的主題
（主題、人物、角色、事件）

完成大富翁遊戲套組
進行最後的檢查與調整
兒童文學作家 顏志豪

兒童文學作家 顏志豪
12:00-13:00

午餐
遊戲試玩

13:00-14：30

製作討論大富翁地圖
兒童文學作家 顏志豪

14:40-15:50

分工製作大富翁卡牌與道具
兒童文學作家 顏志豪

16:00

試完之後進行分享
與遊戲調整
兒童文學作家 顏志豪
第二次遊戲
學員心得分享與互道再見
兒童文學作家 顏志豪

賦歸

■ 搭配主題書：橋梁書《快閃貓生活謎語童話：滾滾豬大富翁》，作者顏志豪，繪者水腦，親子天下出版。

成德國小‧高年級 【現代人撞進古早故事，然後呢？】 （李明足全程）
日 期
8 月 10 日(星期三)
8 月 11 日(星期四)
時 間
08:30-8：50

報到時間

08:50-09:00

始業式

報到時間

【從格林童話到搜神記】
09:00-10：20

1.《穿越時空的送信人》
三十篇故事怎麼來？
2.我敢寫，你也可以
作家 李明足

【變來，變去，變變變】
1.你抓不到我耶！
2.吃瓜的，你吃了誰的瓜？

【變形搜神記的鬥智故事】
10:30-11:50

1.宋定伯怎麼「玩」鬼？
2.少女李寄怎麼「玩」大蟒蛇？
作家 李明足

12:00-13:00

午餐
【由你穿越寫故事】

【聽完鬼故事，怎麼笑了？】
13:00-14：20

1.聽過作家的創作，換你試試
2.如何找適合自己的故事
3.歡迎討論分享
作家 李明足

1.我讓秦巨伯成殺鬼高手
2.書生制服三隻鬼怪
作家 李明足

【古代的愛情故事和你想不一樣】
14:30-15:50

16:00

作家 李明足

1.誰說嫦娥想奔月？
2.七夕情人節背後的故事
作家 李明足

【願意分享你的穿越故事嗎？】
1.創作最有趣：怎麼寫都對。
2.願意分享你的故事，佩服你。
3.歡迎討論分享
作家 李明足

賦歸

■ 搭配主題書：《搜神故事集：穿越時空的送信人》，作者李明足，繪者：林鴻堯，聯經出版。

5.河堤國小(中正、萬華區)
報名網址：https://pse.is/49l494 聯絡電話：02-23677144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08/08-08/09

08/11-08/12

08/10-08/11

【藍色不只是藍色，如
何用顏色創作一首童
詩】

【文字森林海玩一夏】

【跟小熊一起上手語課】

河堤國小‧低年級【跟小熊一起上手語課】
日 期
8 月 8 日(星期一)
時 間
08:30-8：50

報到時間

08:50-09:00

始業式

8 月 9 日(星期二)

報到時間

手語說故事
09:00-10:20
文本導讀

10:30-11：50

——線畫手的各種姿態
插畫藝術家 周見信

認識聾人文化

創作你的手語繪本 2

認識職業—手語主播、手語翻譯員
手語主播 牛暄文（聾）
手語翻譯員 蕭匡宇（聽）

——彩繪臉的喜怒哀樂

12:00-13:00
13:00-14：00

14:10-15:50

創作你的手語繪本 1

——手語繪本【小熊】系列
手語主播 牛暄文（聾）
手語翻譯員 蕭匡宇（聽）

插畫藝術家 周見信

午餐
上手語課囉！
手語主播 牛暄文（聾）
手語翻譯員 蕭匡宇（聽）

——蔬菜水果撕貼畫

搬進教室的菜市場，實境演練
手語主播 牛暄文（聾）

插畫藝術家 周見信

創作你的手語繪本 3

手語翻譯員 蕭匡宇（聽）
16:00

賦歸

■ 搭配主題書：手語繪本《小熊逛市場》，作者 kiki，繪者周見信，中華民國聾人協會、四也文化出版。

河堤國小‧中年級【藍色不只是藍色，如何用顏色創作一首童詩】
日 期
時 間

8 月 11 日(星期四)

08:30-8：50

報到時間

08:50-09:00

始業式

09:00-10：20
文本導讀

《神祕山有鬼》
兒童文學作家 顏志豪

10：30-11：50

14:40-15:50

16:00

報到時間

生活中的顏色
顏色好好玩、顏色的不可思議
——從報章雜誌、各式材料中找顏色
兒童文學作家 顏志豪

12:00-13:00
13:00-14：30

8 月 12 日(星期五)

如何寫一首童詩？
用顏色寫童詩的方式
怎麼用顏色表現自己
怎麼用顏色表現情緒
兒童文學作家 顏志豪

午餐

你最喜歡什麼顏色？
你最討厭什麼顏色？
有關顏色的各種心理測驗。
兒童文學作家 顏志豪

利用剪裁報章雜誌文字，
拼湊出一首顏色童詩。
兒童文學作家 顏志豪

成果發表
兒童文學作家 顏志豪
賦歸

■ 搭配主題書：橋梁書《快閃貓生活謎語童話 1：神祕山有鬼？》，作者顏志豪，繪者水腦，親子天下出版。

河堤國小‧高年級【文字森林海玩一夏】
日 期
8 月 10 日(星期三)
時 間

8 月 11 日(星期四)

08:30-8：50

報到時間

08:50-09:00

始業式

09:00-10：20

【用文字來畫畫 1】
圖象詩 賞析
兒童文學作家 林世仁

【和文字面對面 1】
來看《字的小詩》
兒童文學作家 林世仁

10:30-11:50

【用文字來畫畫 2】
圖象詩 習作
兒童文學作家 林世仁

【和文字面對面 2】
習作字的小詩
兒童文學作家 林世仁

12:00-13:00

報到時間

午餐

13:00-14：20

【畫出心中的古靈精怪 1】
《古靈精怪動物園》賞析
兒童文學作家 林世仁

【小紅帽變變變 1】
《十一個小紅帽》賞析
兒童文學作家 林世仁

14:30-15:50

【畫出心中的古靈精怪 2】
畫出心中的小怪獸
兒童文學作家 林世仁

【小紅帽變變變 2】
寫出自己的小紅帽
兒童文學作家 林世仁

16:00

賦歸

■ 搭配主題書：《文字森林海》，作者林世仁，繪者：唐唐，親子天下出版。
■ 每個主題備一張八開圖畫紙，共計 4 張。並請學員自備能寫字詩、畫畫的各色色筆。

6.吉林國小(中山、大同區)
報名網址：https://pse.is/49qrpe 聯絡電話：02-25219196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08/09-08/10

08/17-08/18

08/08-08/09

【氣候變遷行動—拯救
珊瑚大作戰】

【現代人撞進古早故事，然後
呢？】（謝鴻文客座）

【跟小熊一起上手語課】

吉林國小‧低年級 【跟小熊一起上手語課】
日 期
8 月 9 日(星期二)
時 間
08:30-8：50

報到時間

08:50-09:00

始業式

8 月 10 日(星期三)

報到時間

手語說故事
09:00-10:20
文本導讀

10:30-11：50

——線畫手的各種姿態
插畫藝術家 周見信

認識聾人文化

創作你的手語繪本 2

認識職業—手語主播、手語翻譯員
手語主播 牛暄文（聾）
手語翻譯員 蕭匡宇（聽）

——彩繪臉的喜怒哀樂

12:00-13:00
13:00-14：00

14:10-15:50

創作你的手語繪本 1

——手語繪本【小熊】系列
手語主播 牛暄文（聾）
手語翻譯員 蕭匡宇（聽）

插畫藝術家 周見信

午餐
上手語課囉！
手語主播 牛暄文（聾）
手語翻譯員 蕭匡宇（聽）

——蔬菜水果撕貼畫

搬進教室的菜市場，實境演練
手語主播 牛暄文（聾）

插畫藝術家 周見信

創作你的手語繪本 3

手語翻譯員 蕭匡宇（聽）
16:00

賦歸

■ 搭配主題書：手語繪本《小熊逛市場》，作者 kiki，繪者周見信，中華民國聾人協會、四也文化出版。

吉林國小‧中年級【氣候變遷行動—拯救珊瑚大作戰】
日 期

8 月 17 日(星期三)

時 間

8 月 18 日(星期四)

08:30-8：50

報到時間

08:50-09:00

始業式

09:00-10：20

珊瑚很有事——
認識珊瑚、珊瑚保育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計畫助理鄭淑菁

10：30-11：00

報到時間

環境藝術體驗——
陸上造礁，DIY「針織水母」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計畫助理鄭淑菁

分組製作
《海神給你報報》
報紙欄目 1——
＊頭條新聞
＊魚樂新聞
＊海洋大小事

繪本《SOS 探險隊：拯救珊瑚大作戰》
11:10-12:00
文本導讀與影片欣賞

紀錄片欣賞——美麗的珊瑚、
珊瑚下蛋奇景、海洋下雪
兒童文學作家 嚴淑女

12:00-13:00

兒童文學作家 嚴淑女

午餐
分組製作
《海神給你報報》

13:00-14：30

招募《海神給你報報》特派員
＊特派員技能傳授
＊採訪、寫稿、繪製、出刊

＊笑笑漫畫(介紹海洋生物)
兒童文學作家 嚴淑女
分組報告
《海神給你報報》
徵選比賽、頒發獎品
兒童文學作家 嚴淑女

兒童文學作家 嚴淑女
14:40-15:50

16:00

報紙欄目 2——
＊非看不可廣告

賦歸

■ 搭配主題書：海洋繪本《SOS 探險隊：拯救珊瑚大作戰》套組，作者嚴淑女，繪者蔡嘉驊，國立海洋科技
博物館、四也文化共同出版。
■ 展覽藝術：「陸上造礁—針織珊瑚海洋」

吉林國小‧高年級【現代人撞進古早故事，然後呢？】（謝鴻文客座）
日 期
8 月 8 日(星期一)
8 月 9 日(星期二)
時 間
08:30-8：50

報到時間

08:50-09:00

始業式

報到時間
【從格林童話到搜神記】
09:00-10：20

1.《穿越時空的送信人》
三十篇故事怎麼來？
2.我敢寫，你也可以
作家 李明足

從文本跨越戲劇
FunSpace 樂思空間團體
實驗教育教師

【變形搜神記的鬥智故事】
10:30-11:50

1.宋定伯怎麼「玩」鬼？
2.少女李寄怎麼「玩」大蟒蛇？
作家 李明足

12:00-13:00

午餐
【由你穿越寫故事】

【聽完鬼故事，怎麼笑了？】
13:00-14：20

1.聽過作家的創作，換你試試
2.如何找適合自己的故事
3.歡迎討論分享
作家 李明足

1.我讓秦巨伯成殺鬼高手
2.書生制服三隻鬼怪
作家 李明足

【古代的愛情故事和你想不一樣】
14:30-15:50

16:00

謝鴻文

1.誰說嫦娥想奔月？
2.七夕情人節背後的故事
作家 李明足

【願意分享你的穿越故事嗎？】
1.創作最有趣：怎麼寫都對。
2.願意分享你的故事，佩服你。
3.歡迎討論分享
作家 李明足

賦歸

■ 搭配主題書：《搜神故事集：穿越時空的送信人》，作者李明足，繪者：林鴻堯，聯經出版。

（二）國中
1.新興國中(中山、大同區)
報名網址：https://pse.is/4brhhz 聯絡電話：02-25714211
（生命教育）【不一樣的青春----紀實漫畫】
日 期
時 間

8 月 16 日(星期二)

08:30-8：50

報到時間

08:50-09:00

始業式

8 月 17 日(星期三)
報到時間

漫畫繪本《辣泡麵，好辣阿！》
09:00-10：30
文本導讀

——失去的面對與學習，
我們都可以過的好好的
普悠瑪事故事件者/作者 李旻瑄
四也文化總編輯 張素卿

報導文學與寫作
10:40-12：00

「快樂鳥故事劇場」團長曾秀玲

午餐
導演修戲與演出
「快樂鳥故事劇場」團長曾秀玲

13:00-14：20
漫畫的演繹與實作

14:30-15:50

「快樂鳥故事劇場」團長曾秀玲

劇本寫作——
我的不一樣青春

——如何提問與深入報導
報導者總編輯 楊惠君

12:00-13:00

【漫畫改編成戲劇】
瞭解聲音及情緒與反應

——如何從故事、分鏡到漫畫
漫畫家 阮光民

分組討論——
被改變的那一部分
「快樂鳥故事劇場」團長曾秀玲

16:00

賦歸

■搭配主題書：漫畫繪本《辣泡麵，好辣阿！》，作者李旻瑄，繪者：阮光民，四也文化出版。八月出版。

2.永吉國中(松山、信義區)
報名網址：https://pse.is/4cgtvq 聯絡電話：02-27649066
（生命教育）【不一樣的青春----紀實漫畫】
日 期
時 間

8 月 17 日（星期三）

08:30-8：50

報到時間

08:50-09:00

始業式

8 月 18 日（星期四）
報到時間

漫畫繪本《辣泡麵，好辣阿！》
09:00-10：30
文本導讀

10:40-12：00

——失去的面對與學習，
我們都可以過的好好的

【漫畫改編成戲劇】
瞭解聲音及情緒與反應

普悠瑪事故事件者/作者 李旻瑄
四也文化總編輯 張素卿

「快樂鳥故事劇場」團長曾秀玲

報導文學與寫作

劇本寫作——
我的不一樣青春

——如何提問與深入報導
報導者總編輯 楊惠君

12:00-13:00

「快樂鳥故事劇場」團長曾秀玲

午餐
導演修戲與演出
「快樂鳥故事劇場」團長曾秀玲

13:00-14：20
漫畫的演繹與實作
14:30-15:50

——如何從故事、分鏡到漫畫
漫畫家 阮光民

分組討論——
被改變的那一部分
「快樂鳥故事劇場」團長曾秀玲

16:00

賦歸

■搭配主題書：漫畫繪本《辣泡麵，好辣阿！》，作者李旻瑄，繪者：阮光民，四也文化出版。八月出版。

3.麗山國中(內湖、南港區)
報名網址：https://pse.is/4c4atx 聯絡電話：02-27991867
【在別人故事中看到自己成長】
日 期
時 間

8 月 15 日(星期一)

08:30-8：50

報到時間

08:50-09:00

始業式

8 月 16 日(星期二)
報到時間

【這是怎樣的故事？】
09:00-10：30
文本導讀

1.共讀
2.聽聽我的學生遇到什麼故事？

【小說改編成戲劇】
瞭解聲音及情緒與反應

3.你願意分享你知道的故事嗎？
作家 李明足

「快樂鳥故事劇場」團長曾秀玲

【故事鐵三角：主題、角色、情節】

10:40-12：00

1.共讀
2.書中主要角色有何特性？
3.書中有哪些情節，吸引你？
4.你看到哪個章節(或全書)的主題
作家 李明足

12:00-13:00

劇本寫作——
我並不孤單
「快樂鳥故事劇場」團長曾秀玲

午餐
【創作自己的小小說】

13:00-14：20

1.同一個事件，
我可以寫(說)得更文學。
2.敘述文字的小撇步
作家 李明足

導演修戲與演出
「快樂鳥故事劇場」團長曾秀玲

【創作與分享】
14:30-15:50

16:00

1.寫作過程的困擾？
2.為什麼寫不出自己想表示的？

分組討論——
被改變的那一部分

3.歡迎討論與分享
作家 李明足

「快樂鳥故事劇場」團長曾秀玲

賦歸

■搭配主題書：《我並不孤單——少年鍋餅的勇氣之旅》，作者李明足，繪者：許育榮，四也文化出版。

4.景美國中(文山、大安區)
報名網址：https://pse.is/4ceryu 聯絡電話：02-89353130
（生命教育）【在別人故事中看到自己成長】：共計 2 場
日 期
時 間

8 月 18 日（星期四）

08:30-8：50

報到時間

08:50-09:00

始業式

8 月 19 日（星期五）
報到時間

【這是怎樣的故事？】
09:00-10：30
文本導讀

1.共讀
2.聽聽我的學生遇到什麼故事？

【小說改編成戲劇】
瞭解聲音及情緒與反應

3.你願意分享你知道的故事嗎？
作家 李明足

「快樂鳥故事劇場」團長曾秀玲

【故事鐵三角：主題、角色、情節】

10:40-12：00

1.共讀
2.書中主要角色有何特性？
3.書中有哪些情節，吸引你？
4.你看到哪個章節(或全書)的主題
作家 李明足

12:00-13:00

劇本寫作——
我並不孤單
「快樂鳥故事劇場」團長曾秀玲

午餐
【創作自己的小小說】

13:00-14：20

1.同一個事件，
我可以寫(說)得更文學。
2.敘述文字的小撇步
作家 李明足

導演修戲與演出
「快樂鳥故事劇場」團長曾秀玲

【創作與分享】
14:30-15:50

16:00

1.寫作過程的困擾？
2.為什麼寫不出自己想表示的？

分組討論——
被改變的那一部分

3.歡迎討論與分享
作家 李明足

「快樂鳥故事劇場」團長曾秀玲

賦歸

■搭配主題書：《我並不孤單——少年鍋餅的勇氣之旅》，作者李明足，繪者：許育榮，四也文化出版。

5.明德國中(士林、北投區)
報名網址：https://pse.is/4ce89m 聯絡電話：02-28232539
（友善校園）【倒帶青春】
日 期
時 間

8 月 9 日(星期二)

08:30-8：50

報到時間

08:50-09:00

始業式

8 月 10 日(星期三)

報到時間

09:00-11：00
文本導讀

11:10-12:10

讀劇《倒帶青春》
「快樂鳥故事劇場」團長曾秀玲

瞭解聲音及情緒與反應
「快樂鳥故事劇場」團長曾秀玲

橄欖葉劇團團員 趙家榕

橄欖葉劇團團員 趙家榕

感受書寫——探索與療癒
「快樂鳥故事劇場」團長曾秀玲
橄欖葉劇團團員 趙家榕

劇本寫作——
降低傷害故事分組改編
「快樂鳥故事劇場」團長曾秀玲
橄欖葉劇團團員 趙家榕

12:10-13:10

午餐

13:10-14：10

讀者劇場——拿本表演
「快樂鳥故事劇場」團長曾秀玲
橄欖葉劇團團員 趙家榕

演出與導演修戲
「快樂鳥故事劇場」團長曾秀玲
橄欖葉劇團團員 趙家榕

14:20-15:50

分組寫作改寫——降低傷害
「快樂鳥故事劇場」團長曾秀玲
橄欖葉劇團團員 趙家榕

分組討論——
被改變的那一部分
「快樂鳥故事劇場」團長曾秀玲
橄欖葉劇團團員 趙家榕

16:00
■ 搭配主題書：劇本《倒帶青春》。

賦歸

6.雙園國中(中正、萬華區)
報名網址：https://pse.is/4aw2sa 聯絡電話：02-23030827
（友善校園）【倒帶青春】：共計 2 場
日 期
8 月 11 日（星期四）
時 間
08:30-8：50

報到時間

08:50-09:00

始業式

8 月 12 日（星期五）

報到時間

09:00-11：00
文本導讀

11:10-12:10

讀劇《倒帶青春》
「快樂鳥故事劇場」團長曾秀玲

瞭解聲音及情緒與反應
「快樂鳥故事劇場」團長曾秀玲

橄欖葉劇團團員 趙家榕

橄欖葉劇團團員 趙家榕

感受書寫——探索與療癒
「快樂鳥故事劇場」團長曾秀玲
橄欖葉劇團團員 趙家榕

劇本寫作——
降低傷害故事分組改編
「快樂鳥故事劇場」團長曾秀玲
橄欖葉劇團團員 趙家榕

12:10-13:10

午餐

13:10-14：10

讀者劇場——拿本表演
「快樂鳥故事劇場」團長曾秀玲
橄欖葉劇團團員 趙家榕

演出與導演修戲
「快樂鳥故事劇場」團長曾秀玲
橄欖葉劇團團員 趙家榕

14:20-15:50

分組寫作改寫——降低傷害
「快樂鳥故事劇場」團長曾秀玲
橄欖葉劇團團員 趙家榕

分組討論——
被改變的那一部分
「快樂鳥故事劇場」團長曾秀玲
橄欖葉劇團團員 趙家榕

16:00
■ 搭配主題書：劇本《倒帶青春》。

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