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度國民中小學線上數位閱讀專題探究競賽實施計畫 

一、緣起 

人手一機已是事實，政府更是積極建置高速網路，生活中處處可見善用數位載具及網路

帶來的進展與方便，如何應用並成為師生學習有利的工具，是教育界必須面對的議題。

基於網路上資訊豐沛，教科書不再是知識唯一來源，上網可說是實踐海闊天空、自我學

習的重要路徑。但不可否認，網路資訊是兩面刃，這就需要一個有鷹架功能的平台，學

生得以自主地與同儕在其中學習，逐漸認識並能判斷網路資訊的複雜與多樣，進而知道

如何設定學習目標，選擇、判斷、整合資訊，以獲得知識與能力上的成長。本計畫提供

一個有鷹架的線上數位閱讀平台，以專題探究為軸，小組自學為輔，鼓勵全國師生參

與，共同達成12年國教自主學習的目標。 

二、目的 

(一) 鼓勵中小學生運用線上數位閱讀，合作進行專題探究學習。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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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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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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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活動特色 

(一) 重視團隊合作 

(二) 重視探究歷程 

(三) 重視學科整合 

(四) 重視理解監控 

四、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以下簡稱基金會)、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三) 承辦學校：臺中市葫蘆墩國民小學 

(四) 贊助單位：財團法人玉山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臺中市正覺堂 

五、活動網站：109年度中小學線上數位閱讀專題探究競賽專屬網站 

 網址：http:// roep.twnread.org.tw，或由「台灣閱讀推廣中心」官網最新公告或首頁

右方超連結，連結至活動網站。 

六、參加對象：全臺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四至九年級學生，分國中組、國小組，每隊由3至4名

學生組隊參加，各校不限參與隊數。（臺北市所屬學校依「臺北市108學年度國民中小學

試辦線上數位閱讀專題探究競賽實施計畫」辦理） 

七、報名方式 

(一) 於109年2月17日(一)至109年2月23日(日)至活動網站線上報名，取得編號。 

(二) 列印報名表總表及學生報名表暨同意書(如附件一、二)，經就讀學校核章後，於109

年3月3日(二)前以 PDF檔上傳至活動網站（總表請置於檔案第一頁）。 

(三) 於109年3月6日(五)公告報名完成名單。 



 

八、競賽方式 

（一） 初賽：採「線上」進行。 

1. 於活動網站上依各階段時程上傳探究內容。 

2. 初賽各階段探究歷程、內容及上傳期間： 

階段 探究歷程 內容 上傳期間 

請於規定期間至活動網站上傳 

1 決定探究題目 

1-1討論探究題目 

1-2決定探究題目 

1-3預測可能的結果 

1-4遇到的困難與解決 
109年3月7日~3月22日 

(共16天) 

2 規劃探究架構 

2-1擬定探究子題 

2-2繪製探究架構 

2-3遇到的困難與解決 

專家學者線上回饋 

（專家學者依據階段1和階段2上傳內容，提供各隊建議； 

各隊可參考專家學者建議，決定是否修改） 

109年3月23日~3月31日(共

9天) 

3 搜尋瀏覽資料 

3-1運用關鍵字詞搜尋 

3-2搜尋瀏覽資料(含判斷資料可信度

與深度閱讀) 

3-3遇到的困難與解決 
109年4月1日~5月10日 

(共40天) 

4 組織統整資料 

4-1提出各子題小結 

4-2提出探究題目的結論（含可能的

限制） 

4-3 比較探究結論與先前的預測 

4-4遇到的困難與解決 

5 完成專題探究報告 

• 題目 

• 探究動機 

• 探究架構 

• 資料重點整理 

• 結論與發現 

• 省思 

• 參考資料 

109年5月11日~5月24日 

(共14天) 

初審（線上） 
109年5月25日~6月9日 

(共16天) 

初賽結果公告（於活動網站公布，請自行查閱） 109年6月10日 

6 製作決審簡報 

初審通過隊伍上傳決審簡報、現

場發表探究歷程及結果(7分鐘)，

並接受評審提問(3分鐘) 

109年6月11日~7月1日 

(共21天) 

決賽(現場發表) 7月7日 

（二）決賽：決賽隊伍參加「現場」成果發表。 



1. 日期：109年7月7日(二)。 

2. 地點︰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二樓國際會議廳、第一會議室。 

3. 方式︰參加決賽隊伍，於7月1日(三) 前上傳簡報檔(容量以15M為限)，簡報內

容須與初賽各歷程相呼應，於決賽當日上台發表，每隊發表7分鐘，並接受3分鐘

之提問與回答。 

4. 結合發表會進行頒獎典禮，發表場次另行公告通知。 

5. 決賽流程規劃(實際時間依活動網站公告為主)： 

時間 內容 備註 

08:30-08:50 報到 

08:50-08:58 成果發表注意事項說明 

09:00-10:22 
國小組成果發表(第1~7隊) 

每隊發表7分鐘， 

並接受3分鐘之提問與回答 

（每隊發表前2分鐘為轉場時間） 

國中組成果發表(第1~7隊) 

10:22-10:40 休息 

10:40-11:52 
國小組成果發表(第8~13隊) 

國中組成果發表(第8~13隊) 

11:52-13:30 午餐 

13:30-14:54 
國小組成果發表(第14~20隊) 每隊發表7分鐘， 

並接受3分鐘之提問與回答 

（每隊發表前2分鐘為轉場時間） 國中組成果發表(第14~20隊) 

14:54-15:20 休息 

15:20-16:00 總評及頒獎 

  (三)   以上初賽及決賽，若未依時程上傳該階段內容，則失去參賽資格。 

九、評審方式 

(一) 由基金會聘請專家學者擔任評審。 

(二) 初審評分項目︰ 

1. 探究題目與架構之關聯性20% 

2. 資料訊息搜尋與運用之適切性20% 

3. 資料整合與組織之邏輯性20% 

4. 專題探究報告之完整性30% 

5. 團隊合作及理解監控情形10% 

(三) 決審評分項目︰ 

1. 初審成績佔70% 

2. 成果發表臨場表現20% 

3. 簡報呈現10% 

十、獎勵 

（一） 獲獎隊伍︰特優3件、優等3件及佳作若干，由基金會頒發獎狀，並由玉山文教基

金會於贊助經費中提供獎金。評審委員得依作品表現增減名額。 



特優：獎狀乙幀、獎金2,400元 

優等：獎狀乙幀、獎金1,800元 

佳作：獎狀乙幀、獎金1,200元 

（二） 指導教師︰指導學生獲獎之指導教師由基金會頒發指導獎狀，由國教署核予特優

者嘉獎2次、優等嘉獎1次；如不只一件作品指導獲獎，則擇一擇優敘獎。 

（三） 承辦本計畫有功人員，依規定報請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敘獎事宜。 

 

十一、 注意事項 

（一） 由學校承辦人統一報名(承辦人與指導老師可為同一人)，參賽學生與指導教師皆

須為同一學校。 

（二） 每位學生限報名1隊。比賽期間內隊伍可以申請更換隊員或指導老師，但以一次為

限，請先通知主辦單位，並於4月10日前重新上傳報名表及同意書，由主辦單位通

過審核才算報名完成。 

（三） 每隊指導教師以2人為限，須為現職教師，或經合法任用之代理代課教師或實習教

師。同一教師得指導1個以上隊伍。 

（四） 參賽者之影音、影像、著作及肖像權等歸屬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得運用於非

營利之教育推廣。 

十二、 活動聯絡人 

(一) 報名、活動相關問題，請洽承辦學校：方子華組長，電話：04-25205136分機712 

(二) 基金會聯絡人：張瑞娟組長，電話：049-2566102分機24。 

十三、 本計畫經主辦單位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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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9年度國民中小學線上數位閱讀專題探究競賽 報名表總表 

縣市  

學校全銜  
學校電話 

學校傳真 

隊伍名稱 (自行命名) 

隊伍編號 (至活動網站線上報名後取得) 

年級 
學生姓名 

(每隊3至4位) 

指導教師姓名 

(每隊至多2位) 
教師聯絡手機 教師 E-mail 

      

     

   

   

注意事項 

1. 活動網站：109年度國民中小學線上數位閱讀專題探究競賽專屬網站，http:// roep.twnread.org.tw 

2. 請於109年2月17日(一)至109年2月23日(日)至活動網站線上報名，取得編號。 

3. 承辦人列印本表及簽章後，於109年3月3日(二)前以 PDF檔上傳至活動網站。 

4. 於109年3月6日(五)公告報名完成名單。 

 

承辦人/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_(親簽及蓋章)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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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國民中小學線上數位閱讀專題探究競賽 學生報名表暨同意書 

(學生及家長須親筆簽名，本頁請自行影印使用) 

學校全銜  

隊伍名稱 (自行命名) 

隊伍編號 (至活動網站線上報名後取得) 

同意聲明 

本人及法定代理人同意將參加本競賽及活動之影音、影像、著作及肖像權等歸屬主辦

單位所有，主辦單位得運用於非營利之教育推廣，謹此聲明。 

學生本人 （親筆簽名） 年級  

家長 （親筆簽名） 

日期： 109 年    月      日 

-------------------------------------------------------------------------------- 

109年度國民中小學線上數位閱讀專題探究競賽 學生報名表暨同意書 

(學生及家長須親筆簽名，本頁請自行影印使用) 

學校全銜  

隊伍名稱 (自行命名) 

隊伍編號 (至活動網站線上報名後取得) 

同意聲明 

本人及法定代理人同意將參加本競賽及活動之影音、影像、著作及肖像權等歸屬主辦

單位所有，主辦單位得運用於非營利之教育推廣，謹此聲明。 

學生本人 （親筆簽名） 年級  

家長 （親筆簽名） 

日期： 109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