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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數位愛的書庫」為基地， 

培訓種子教師團隊， 

推動數位閱讀素養教學。 

「線上數位閱讀專題探究競賽」 

重視教師引導，培養學生數位自學力； 

鼓勵善用數位閱讀，合作進行專題探究學習。 



 
 

一、計畫緣起 

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IRLS 2016）* 

國際教育成就評鑑協會（IEA）自 2001 年開始，

每隔五年一次針對小學四年級學生，進行閱讀素養能力

國際性評量（PIRLS）。臺灣參與 2006、2011 以及 2016 

年的評比，2016 年更首次參與 ePIRLS 線上數位閱讀

評量。整體表現來說，PIRLS 表現穩定進步，ePIRLS 表

現則尚待努力，紙本閱讀與數位閱讀成績是國際間落差

最大的國家。 

就資源面來看，臺灣家庭的數位學習資源與國際各國相較之下並不算多；

學校資源方面，每位學生能使用的電腦數相較於國際則有段差距。從學生的個

人因素來看，學生雖然有電腦但多數以玩遊戲、看影片為主，若沒有利用電腦

搜尋訊息或做報告，則學生線上數位閱讀的表現較差；在教師教學方面，每週

至少有線上閱讀相關教學的狀況相較於國際也有較大的落差。 

為了因應科技環境的變動，在閱讀教學已有進步的狀況下，專家學者建議

應進一步朝線上數位閱讀教學努力，各科教師採合作設計專題式的探究活動，

讓學生學習線上數位閱讀的策略，成為獨立學習者，培養數位自學力！ 

推動數位閱讀素養教學，培養數位自學力 

  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致力推動校園及社區的共讀活動，為順應時代發展，

2015 年起，本會邀集企業共同推動「數位書箱」公益計畫，1240 台平板電腦

與本會「愛的書庫」紙本書資源，同時提供教師申請借用，成為教學現場最佳

的後勤補給。 

鑒於數位閱讀倍受重視， 2018 年本會發起「數位愛的書庫」計畫，提供

平板設備及辦理數位閱讀教學推廣研習，培訓種子教師團隊；更辦理「線上數

位閱讀專題探究競賽」，提供學生探究成果展現、校際交流的機會。盼藉由數位

閱讀素養教學的推動，增進教師專業知能及教學教法的創新突破，引導學生如

何正確運用數位設備進行數位閱讀與學習，培養學生新時代的自主學習能力。 

誠摰邀請您支持「數位愛的書庫」公益計畫，一起為孩子開拓新時代

的數位閱讀及學習趨勢，讓數位閱讀在各地扎根！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引用自：柯華葳、張郁雯、詹益綾、丘嘉慧（2017）。PIRLS2016 臺灣四年級學生閱讀素養國家報告。桃園
市：國立中央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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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目標 

(一) 培養數位閱讀專長種子教師，發展創新教學模式。 

(二) 透過數位閱讀專題探究，重視學習歷程，培養學生篩選及統整資訊的能力。 

(三) 鼓勵學校善用資訊設備，並應用於教學上，培養學生正確使用數位科技的

能力及素養。 

三、計畫內容 

（一）計畫說明： 

結合政府與民間資源，共同攜手推動「數位愛的書庫」計畫，設置「數位愛

的書庫」，提供每校 30 臺平板電腦（含充電設備）及維持其運作，並包含設

備維護管理及辦理種子教師培訓工作坊，提升並落實數位閱讀教學的普及率，

讓數位閱讀能扎根校園、設備有效運用，增加資源使用效益。 

（二）運作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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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位愛的書庫 2020 年待設置據點 

1.規劃於嘉義縣市、臺東縣、屏東縣、基隆市，合計設置 9 座數位愛的書庫： 

縣市 2020 年「數位愛的書庫」待設置學校 

嘉義縣市 六腳鄉六嘉國中、西區垂楊國小 

臺東縣 池上鄉池上國中、大武鄉大武國中、臺東市東海國小 

屏東縣 屏東市鶴聲國中、高樹鄉高樹國小 

基隆市 七堵區明德國中、仁愛區仁愛國小 

合計 
9 座書庫據點 

(每校募集 3 個數位書箱，九校共 27 個書箱) 

註：每個數位書箱，內含 10 臺平板電腦、1 臺充電箱。 

2.現有 15 座數位愛的書庫（如下表），逐年於全台增設數位書庫，加速數位

閱讀素養的推廣，協助各校教學。 

臺中市：豐原區葫蘆墩國小、沙鹿區鹿峰國小、太平區太平國小、 

西屯區大鵬國小、西屯區西屯國小、神岡區神圳國中、 

大甲區日南國中、太平區新光國中、西屯區福科國中 

南投縣：國姓鄉北梅國中、仁愛鄉發祥國小 

彰化縣：芬園鄉芬園國中、二林鎮原斗國中小 

新竹縣：竹東縣中山國小、竹北市博愛國小 

（四）辦理「線上數位閱讀專題探究競賽」： 

1.目的： 

(1)鼓勵中小學生運用線上數位閱讀，合作進行專題探究學習。 

(2)培養定義問題、搜尋、瀏覽、組織、統整和呈現資料的數位閱讀核心能力。 

(3)透過線上數位閱讀探究學習的歷程，幫助學生發展數位自學力。 

(4)藉由學習成果發表會，促進校際觀摩交流，分享數位時代的學習方式。 

2.競賽特色： 

(1)重視團隊合作 (2)重視探究歷程 (3)重視學科整合 (4)重視理解監控 

3.競賽方式： 

(1)由 3 至 4 名學生組隊報名參加，每隊 1 至 2 名指導教師，透過五階段探

究歷程，於活動網站分別上傳相關資料，全程採線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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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製作專題簡報進行說明，並接受評審現場問答，最後綜合線上資料及

現場表現，評選出優選隊伍及頒獎。 

4.活動網站歡迎參見：http://roep.twnread.org.tw/ 

（五）計畫期程 

月份 總體計畫 據點學校 

前一年度9月~

當年度 2 月 

據點學校媒合：徵選並確認數位愛的書庫設置學校，邀請學校

加入數位閱讀素養教學培訓行列。 

3~5 月 
提報數位愛的書庫設置計畫，募

集設備及研習培訓經費。 

組成數位閱讀教學團隊，參與

相關研習。 

6~8 月 

1.捐助單位核撥計畫經費。 

2.閱讀基金會採購每校 30 臺平

板、3 臺充電車。 

設備進駐，軟硬體設置、操作

之教育訓練。 

9 月 辦理揭牌活動，開始教學計畫 

9~12 月 
辦理數位閱讀推廣研習、教師培

訓工作坊 

邀請各校教師參與，並針對主

動、有意願推廣的教師辦理工

作坊，增強數位閱讀相關知能 

下一年度

2~8 月 

線上探究競賽暨成果發表 

1. 進行五階段線上專題探究 

2. 探究歷程成果發表及頒獎 

鼓勵學生參與線上探究競

賽，培養學生數位自學力。 

9 月以後 
推廣及公開觀課：種子教師推廣數位閱讀及教學，分享教學經

驗並開放觀課 

四、計畫特色 

（一）鼓勵教師勇敢面對科技產品，運用其便利性發展新的教學模式並能教導

學童正確使用。 

（二）配合 ePIRLS 國際評比實施，全面提升校園數位閱讀素養。 

（三）政府與民間合作，打造完整的培訓課程及設備之後勤補給。 

（四）重視在地關懷，發展扎根計畫，提供地區學童更多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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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預期效益 

（一）辦理工作坊培訓種子教師，進而推展至該校或該地區，落實經驗分享及

傳承。 

（二）透過教師教學觀摩，鼓勵並吸引更多教師加入推動數位閱讀的行列；提

升教師數位基礎能力，發展教學專業知能。 

（三）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搜尋資料及獨立閱讀、思辨之能力，並建立科

技設備正確使用觀念。 

（四）設備資源能藉由「資源整合平臺」產生效益極大化，並建立公益合作新

模式。 

六、經費概算表 

每座數位愛的書庫預計募集 3 箱數位書箱，每箱經費 20 萬元（含軟硬體

設備及辦理推廣研習等活動），每座書庫募集經費為新台幣 60 萬元整。 

項目 說明 單價/箱 小計(3 箱) 

硬

體 

硬體設備 
含 10 臺平板、1 臺充電箱、耗材 

（2019 年採購版本，請參閱附件） 
130,000 390,000 

維護檢修 定期檢修、操作及設備問題排解 20,000 60,000 

軟

體 

研習推廣 
辦理數位閱讀種子教師工作坊或研習 

培訓種子教師並辦理教學觀摩 
15,000 45,000 

網站管理 於網站平臺公開分享數位教學資源 20,000 60,000 

行政事務 含計畫籌備、資源統整、協調溝通等 15,000 45,000 

每座數位愛的書庫（含 3 箱數位書箱）合計 600,000 

註：本經費得依實際辦理情形，由其他項目適時勻支 

※捐款方式：本會提供郵政劃撥、銀行匯款及支票捐款等方式。 

捐款戶名：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郵政劃撥：22632923 

銀行匯款：037-001-108887【臺灣銀行霧峰分行 004-0370】 

銀行匯款：0990-968-090066【玉山銀行草屯分行 808-0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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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愛的書庫」書箱示意圖 

一、書箱實體圖：數位書箱本體即為充電箱，可同時充電十臺平板。 

▲圖示為 2019 年採購版本，產品規格得依實際採購情調整 

二、捐助留念範例參考 

凡捐助數位書箱，揭牌當天邀請捐助單位蒞臨指導，

書箱外側張貼捐助單位名稱貼紙，並製作掛牌懸掛

於校門口、穿堂或教室外留念致謝。 

 

 

附件 

數
位
愛
的
書
庫
掛
牌
範
例 

 

▲書箱外側貼紙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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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數位愛的書庫」捐款資料表 

捐款方式 

捐款戶名：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郵政劃撥：22632923 

銀行匯款：037-001-108887【臺灣銀行霧峰分行 004-0370】 

銀行匯款：0990-968-090066【玉山銀行草屯分行 808-0990】 

支票捐款：請註明「禁止背書轉讓」，以掛號郵件寄至本會。 

捐款資料 

捐助地點 

□指定 2020 年待設置數位愛的書庫── 

□嘉義縣六腳鄉六嘉國中  □嘉義市西區垂楊國小 

□臺東縣____________________國中/國小 

□基隆市____________________國中/國小 

□屏東縣____________________國中/國小 

□不指定，由基金會規劃。 

捐款金額 一個書箱 20 萬元，贊助_____個書箱，共新台幣_________萬元。 

預計撥款日期 _____月_____日，以□劃撥、□銀行匯款、□支票 捐款。 

收據資料 

捐助人名稱 
【書箱外側註明之 

捐助人名稱】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寄送地址  

說明 

一、 為了感謝捐助人愛心，每個數位書箱外側及壓克力掛牌，均註明【捐助人姓名或公司
名稱】以留念致謝（歡迎提供logo電子檔，以利後續作業。) 

二、 本會於收到捐款後，立即提供收據，同步於網站公開徵信，歡迎上網查詢
www.twnread.org.tw。 
聯絡人：李曉雯副執行長、張瑞娟組長 電話：049-2566102 分機 17(李)、24(張) 

Email：lee17@twnread.org.tw(李)、jcchang@twnread.org.tw(張) 

傳真：049-2566925   地址：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567 之 11 號 1 樓 

附件二 

8 

mailto:planner@twnread.org.tw
mailto:planner@twnread.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