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善用3C 幸福3T，愛共讀」

臺北酷課雲親子數位閱讀活動實施計畫

壹、活動理念
   隨著現今科技快速進步及 E化時代的來臨，數位學習成為世界潮流趨

勢。「臺北酷課雲」學習平臺將為家庭搭起世代間的橋樑，運用豐富多

元的數位學習媒材，拉近家人間彼此的距離，因此鼓勵親子或祖孫善用

數位科技一起閱讀、同樂、動一動，當一同閱讀一本書籍或一部影片時，

就會產生共同的話題，進而重溫長輩帶給晚輩的關愛與溫馨，營造家人

美好的相聚時光。

貳、活動目標
一、藉由親子一同閱讀，展現不同世代之溫馨互動，增進家庭中的情感交

流。

二、以正向使用數位科技概念作為促進家人情感的媒介，落實「善用3C 

幸福3T」之家庭教育核心精神。

三、透過活動進行，推廣臺北酷課雲服務及數位學習資源，行銷本市數位

教育成果。

參、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 主辦單位：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臺北市國小學生家長會聯合會、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國民小學

三、 協辦單位：臺北市數位學習教育中心、臺北市立圖書館、臺北市國

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臺北市高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臺北市高職

學生家長會聯合會。

肆、參加對象：臺北市所屬公私立高中職、國中及國小身分之學生及其家人，

以親子(含祖孫)為單位報名參加。

伍、活動期程

活動時間 事項

即日起至109年 7月 31日止 參與家庭執行共讀任務

109年 8月 7日以前 公告符合各獎項資格名單

公告日起至8月17日止 名單疑義申請

109年 8月 22日(六) 預定於祖父母節慶祝活動抽獎及領取



陸、活動辦法

一、 參加方式(操作步驟詳附件 2)

(一)登入臺北酷課雲，至活動專屬課程點選「加入課程」即完成報名。

(二)於活動期間內至活動專屬課程就指定書目(附件 1)進行親子共讀。

(三)拍下與(祖)父母一同閱讀的溫馨畫面或神情。

(四)描述閱讀時您與(祖)父母彼此的互動情誼與喜怒哀樂，或與(祖)父

母一同閱讀後您有何感受或想法(非讀後心得)，將心得(至少 100

字)發表於酷課閱讀中，發表後進行截圖。

(五)將上述所有照片與心得截圖彙整至主辦單位提供的文件檔案中。

(六)於截止日(7/31)以前將檔案上傳至活動作業繳交區後即完成任務。

二、 主辦單位將在活動截止後進行檔案審核，於109年 8月 7日以前公

告符合抽獎資格之名單。

三、 若參加者對名單有任何疑義，請於公告日起至109年 8月 17日止

電洽臺北市數位學習教育中心(02)2753-5316分機 250洽詢。

柒、獎勵說明
一、 獎勵方式

活動截止後，另訂於      109      年祖父母節慶祝活動(預定      109      年      8      月      22      日  

(六)假臺北市立動物園)舞台辦理抽獎(如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

變化致當天活動取消、延期或有其他異動，將調整抽獎及領獎之方

式並於酷課雲網站公布)，獲獎者需在活動現場並持身分證明文件領

取，若唱名無回應或不在現場者則視同放棄獲獎資格，重新抽獎。

(除參加獎外，每組親子限獲獎一次)。

(一)參加獎：親子於活動期間完成閱讀1本(部)書籍(或影片)後，撰寫

1篇心得及上傳照片即可獲得，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二)新寵獎：親子於活動期間完成閱讀2本(部)書籍(或影片)後，撰寫

2篇心得及上傳照片，即獲得抽獎資格。

(三)粉絲獎、達人獎、高手獎：親子於活動期間完成閱讀3本(部)書籍

(或影片)並撰寫 3篇心得及上傳照片，即獲得抽獎資格。

(四)大師獎：親子於活動期間完成閱讀 4本(部)以上書籍(或影片)，並

撰寫4篇以上心得及上傳照片，即獲得抽獎資格。

二、獎勵內容



獎名 名額 獎項

參加獎 若干名 精美悅讀組合包 1份(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新寵獎 15名 價值約 1000元之3C產品 1個

粉絲獎 10名 價值約 2000元之3C產品 1個

達人獎 10名 價值約 3000元之3C產品 1個

高手獎 5名 價值約5000元之3C產品 1個

大師獎 5名 Apple iPad 4G WIFI 32GB 10.2吋平板 1臺

捌、注意事項

一、 參與學生如有帳號相關問題，可電洽臺北市數位學習教育中心

(02)2753-5316分機 250洽詢。

二、 上傳之照片需呈現親子利用臺北酷課雲閱讀之畫面，可明顯辨識與  

本活動內容相關。

三、 參與者上傳之文字及照片，必須擁有其著作權及肖像權；不得複製、

下載或抄襲使用他人作品等侵犯智慧財產權等行為。

四、 參與者之作品同意無償授予主辦單位用於教育性質之利用推廣。

五、 獎品以實物為準，不得要求更換，不得折抵現金。

六、 如遇不可抗拒之事由致獎品內容變更，主辦單位有權變更獎品品項，

改由等值商品取代之，得獎者不得要求折限或轉換其他商品。

七、 主辦單位保留隨時修改、變更本活動所有事宜及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並因應肺炎疫情發展適度調整活動之辦理方式，如有任何異動，將

統一於  臺北酷課雲  網站公布  ，不另行通知。

玖、經費

由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年度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附件 1

「善用3C 幸福3T，愛共讀」

臺北酷課雲親子數位閱讀活動  指定書目

　 電子書 出版社 數位資源平台

1 如果有一天我們都沒有東西吃 大穎文化 臺北酷課雲

2 奶奶的記憶森林 親子天下 臺北酷課雲

3 氣噗噗 采實文化 臺北酷課雲

4 我學會感謝 采實文化 臺北酷課雲

5

被欺負時，可以打回去嗎：我不

想傻傻被欺負
采實文化 臺北酷課雲

6 我不敢說, 我怕被罵 大穎文化 臺北酷課雲

7 阿婆的燈籠樹 小魯文化 臺北酷課雲

8 我的興趣可以變成我未來的工作 大穎文化 臺北酷課雲

9 和大象一樣重的謊言 大穎文化 臺北酷課雲

10 麒麟湯 親子天下 臺北酷課雲

11 碳酸男孩 親子天下 臺北酷課雲

12 星星碼頭 親子天下 臺北酷課雲

13 是你給了我翅膀 奧林文化 臺北酷課雲

14 其實,我不想霸凌別人 大穎文化 臺北酷課雲

15 不一樣, 也很棒 采實文化 臺北酷課雲

16 阿嬤, 我愛你 文房文化 臺北酷課雲

17 星空(幾米) 大塊文化 臺北酷課雲

18 也許死亡就像變成一隻蝴蝶 大穎文化 臺北酷課雲

精選文章 出版社　 　數位資源平台　

1

讓生活周遭充滿愛，就從自己開

始

節錄自《精選四

十個中學生必讀

的愛的故事》

Ebook Taipei



2

打造晨間習慣，讓每個早晨都令

人期待

文／Stella 

Huang
Ebook Taipei

3 你累了嗎？疲憊度自我檢核表 Ebook Taipei

線上影片 作者 數位資源平台

1

愛的必修課—如何用語言適當表

達愛而不尷尬？
孫中興 老師 臺北酷課雲

2

愛的必修課—遠距離情感如何維

繫？
孫中興 老師 臺北酷課雲

3

愛的必修課—和喜歡的人告白被

拒絕很尷尬，該如何處理？如何

告白？

孫中興 老師 臺北酷課雲

4

愛的必修課—如何可以在曖昧之

中理性分辨？
孫中興 老師 臺北酷課雲

5 用手機就能拍出精世美照 Arabella老師 臺北酷課雲

6

流行舞蹈運動第一課：基本律動

UP&DOWN
KPOP老師 臺北酷課雲

7

流行舞蹈運動第二課：搖擺和轉

圈LEFT RIGHT & TURN
KPOP老師 臺北酷課雲

8

流行舞蹈運動第一課：鎖舞

LOCKING
KPOP老師 臺北酷課雲

9 流行舞蹈運動第四課：POPPING KPOP老師 臺北酷課雲

10 時光髮廊(1小時26分) 米莎坎普 導演 教室電影院公播大平台

11 童心計畫(1小時32分) 尹佳恩 導演 教室電影院公播大平台

12 虎媽伴學方程式(1小時24分) 約翰提墨斯 導演 教室電影院公播大平台



STEP 1

STEP 2

附件 2

「善用3C 幸福3T，愛共讀」

臺北酷課雲親子數位閱讀活動  操作步驟

(一)登入臺北酷課雲，至活動專屬課程點選「加入課程」即完成報名。

　　　　　登入臺北酷課雲

　　　　　於酷課雲首頁往下滑至最新消息的部分，點選活動縮圖。



STEP 3

STEP 4

　　　　　點選「活動課程網址」

　　　　　點選「加入課程」即完成報名



STEP 1

STEP 2

(二)於活動期間內至活動專屬課程就指定之書目(附件 1)進行親子共讀。

　　　　　點選「進入課程」觀看相關電子資源

　　　　　於課程中選取電子書、精選文章、線上影片或電影進行親子共讀



電子書開啟步驟

【第一步】 於課程中點選「電子書書單」

【第二步】 點選「查看原始網址」

【第三步】 點選任一本想看的電子書



【第四步】 點選右邊的「臺北市圖電子書資源」

【第五步】 點選「借閱」後即可開啟電子書閱讀



精選文章開啟步驟

【第一步】 於課程中「精選文章」區點選任一篇想閱讀之文章

【第二步】 點選「查看原始地址」

【第三步】點選右邊「臺北市教育局電子書資源」即可開啟文章閱讀



線上影片開啟步驟

【第一步】 於課程中點選「線上影片清單」

【第二步】 點選「查看原始地址」

【第三步】 點選任一個想閱讀的線上影片



家庭電影開啟步驟

【第四步】 點選右邊的「酷課雲電子書資源」即可開啟影片觀賞

【請點選「開啟電影平台操作步驟」按照步驟開啟電影平台】

(三)拍下與(祖)父母一同閱讀的溫馨畫面或神情。

(四)描述閱讀時您與(祖)父母彼此的互動情誼與喜怒哀樂，或與(祖)父母一同

閱讀後您有何感受或想法(非讀後心得)，將活動心得發表於酷課閱讀中

（不含照片），發表後進行截圖。



市立蜜蜂高中-嗡嗡嗡

【第一步】 至所觀看的電子書、文章、影片或電影的頁面點選「心得撰寫」

【第二步】 寫下您與(祖)父母一同閱讀時彼此的互動，或與(祖)父母一

　　　　 　起閱讀後有何感受想法(至少      100      字，  不必貼照片  )，填寫完後送出

【第三步】 送出後會在下方看到送出的留言



(五)將上述所有照片與心得彙整至主辦單位提供的文件檔案中，所有的心得

請放同一個檔案。

【第一步】 於「心得填寫與繳交專區」點選「最終繳交專區」

【第二步】 點選「繳交作業操作步驟」右邊下載符號下載範例檔

【第三步】 下載心得彙整檔案後將所有的心得全部彙整至檔案中



(六) 於截止日以前(7/31)將檔案上傳至活動作業繳交區後即完成任務。

【第一步】 於「心得填寫與繳交專區」點選「最終繳交專區」

【第二步】 點選「繳交歷史」

【第三步】 點選「寫作業」



【第四步】 點選「新增檔案」

【第五步】 點選「本地上傳」

【第六步】 選擇要繳交的心得彙整檔案



【第七步】 選擇要繳交的心得彙整檔案

【第八步】 點選「遵守智慧財產權」的勾勾後點選「確認」

【第九步】 確認上傳完畢後，點選「繳交作業」即完成繳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