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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簡報室

上午 10:00 起將播放宣傳短片，並邀請教育部長官蒞臨指導，
活動內容包括：閱讀植根計畫成果發表、臺灣閱讀節啟動儀式
以及 12/7 精彩活動內容搶先看～歡迎參加。

▍代代樂書香

▍
“ 詩 ”情“ 畫 ”意

來來來 大家一起來 這裡有：

現代詩仙、詩聖就是你 ~

老少咸宜的閱讀抽抽樂，聽不完的精采故事，適合獨閱樂也可以眾閱樂的閱讀角，雲門舞

「古詩的活用」吟詩作對感受詩詞的美；

蹈教室老師帶領大家動動筋骨，還有手作達人教大家做個專屬的小書籤，標記一段段繽紛
的閱讀旅程……。

愛心不落人後  揪愛心幫助偏鄉圖書館

臺灣閱讀節開幕暨圖書館
傑出人士貢獻獎 頒獎典禮
活動內容包括精彩表演、頒發傑出人士貢獻獎獎座以及感謝狀、開幕儀式……
～～邀您一同參與，為 103 年臺灣閱讀節揭開序幕～～
◆ ◆ ◆

103 年臺灣閱讀節活動包括主軸活動以及系列活動，主軸活動會場為國家圖書館週邊
廣場 ( 臺北市中山南路 20 號 )，系列活動則於國家圖書館以及全國各地圖書館舉辦。
＊主軸活動會場備有多項精美贈品，歡迎踴躍參加集章摸彩換贈品。

一起跟著名人做公益撿好康 LV、Prada、Miu Miu 通通一折起
先到 http://trf2014.ncl.edu.tw/page_03-1.jsp 挑貨吧

藉由高高低低的書牆主視覺，置放萬本
好書，吸引民眾走入充滿書香氛圍的書海裡，感受
在大自然中閱讀的喜悅。讓百米書牆串起無限的書情，為臺灣
閱讀運動拉出一條閱讀紅線。
★

與作家有約：作家區

那就不能錯過參與這次的書香森林奇遇記活動，藉由
闖關遊戲、說故事以及拓印彩繪活動，
帶領大家親近森林及大自然。

▍小魯文化 ‧ 閱讀來自好聲音

名家導讀電子書

11:00-12:00( 第一場 ) 導讀人：鄭俊德 ( 閱讀粉絲團 團長 )
14:00-15:00( 第二場 ) 導讀人：冒牌生 ( 海賊王驚點語錄作者 )
▍閱讀雲林 - 產業繪本拼貼親子 DIY
O'mama 是一顆飽實的黑豆，住在溫暖的甕中。夢想在 180 天後，釀粹成一滴滴香氣迎人、
滴滴回甘的感動好滋味。

▍臺中城市文化館
打開 Reading Bar 任意門，就可以徜徉在創意與
書館的暖暖大電燈泡旁，與書浪漫擁抱吧！

小魯好書 X 臺灣作家 X 故事達人 = 精彩滿「篷」

故事聽著聽著就睡著？小魯哥哥姊姊大展身手「玩」故事，讓寶貝做夢也
會笑！

此區展示雲林黑豆物語產業繪本，配合黑豆大型布偶玩偶與讀者見面，並設計繪本圖稿闖
關活動，參加民眾集章可換贈品。

用知識領航城市，以文化開拓城市未來

競圖，由城市自力興建，以募集百萬藏書為目標，企業界、宗教團體、

師，以及繪本界最甜蜜夫妻檔陶樂蒂、黃郁欽老師，來到小魯帳篷和大

為傲的文化新地標，代表了高雄這個城市重視閱讀的程度，也共

的小魯哥哥姊姊，帶小朋友一起跳進繪本玩故事！別怕不好玩，怕
你後悔沒來玩！

精選名家推薦、大人喜愛的繪本在現場分享。
填寫推薦書介者，即可換取精美小禮物。

這是一座集結全體高雄市民力量所成就的圖書總館，興建工程採國際
一般民眾、新住民、外籍人士的力量，皆挹注到這座讓高雄市引以

小朋友分享作品。活動穿插號稱有魔法口袋，可以變出五花八門道具

▍在地合作社 × 星月書房
讓繪本成為生活必需品，大人一起讀繪本

▍亞洲新灣區閱覽新麗 ~ 高雄市立圖書館新總館

小魯文化特別邀請曾兩次入圍波隆納原畫展、同時最具童心的邱承宗老

同參與了高雄城市轉型的腳步，由全民共構的高雄市新圖書總
館，不僅僅飄散書香，更為城市帶來思考的力量，成為城市永

▍交換閱讀
我們正在改變書的命運與可能性
讓您的不讀的二手書，擁有新生的契機
鼓勵民眾帶二手書來到攤位彼此交換並附上祝福小卡，放書可以擁有
一個新主人

續發展的支持。

▍國家寶藏

想有個人專屬 Q 版畫像嗎？

▍讀讀留戀 ( 留言區 )
不論是參與臺灣閱讀節活動、亦或是路過此處，請將
您心中浮現的感動，利用紙筆留下美好且珍貴的回

過現場有獎徵答活動，與民眾體驗閱讀的樂趣。

密，就可以換取禮物。

▍閱讀茶香
▍閱讀劇場樂無限

▍開卷喜閱～西松高中與您一起閱讀“ 趣 ”

曾有位冒險家，發現國家圖書館周邊有多樣的寶物，但忙碌的人們，卻
常常只是經過路過，卻不曾停下發現，因此他留下謎題，解開他的秘

憶。

就在 103 年臺灣閱讀節！

透過靜態陳展讓民眾認識中學圖書館辦理利用教育與閱讀推廣活動的做法及成果，並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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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17:00 電子書 ATM• 下載「幸福閱讀」立即贈獎活動

閱讀之都的最大圖書館與最小圖書館，在最小圖

呈現您風格獨具與眾不同的個人特色，

臺北城。

▍小地方大書房

尋找他，還有機會帶走天堂裡的小禮物哦 !

想知道 Ｑ 版的你長什麼樣嗎？

舞蹈，舞龍，管樂，民俗體育，巴西爵士樂及幼兒扮裝表演……，樂翻

邀請臺灣數位出版聯盟會員展示各類電子書，讓現場民眾體驗電子書，並搭配名家導讀電
子書活動。
●

離你很近的地方靜靜等著你！歡迎到國資圖攤位

透過作家與作家的跨界對話，綻放朵朵精采的畫面，同時舉行簽書會，

閱讀踩街樂翻臺北城

逗陣來挑戰！

想親近森林及大自然嗎？

▍樂遊 Q 版漫畫區

★

▍電子書體驗區
▍新城 ‧ 新館 ‧ 新閱讀─新北市圖邀你勇戰金頭腦！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總館即將誕生！攤位現場將展出 300 :1 的建築模型，並提供辦
證服務、新館限定有獎徵答、「IQ 金頭腦」及「尋書快手」遊戲單元，歡迎大家

有一座圖書館，是許多人想像中天堂的模樣，在

以文學 ‧ 圖象與音樂創作者的相遇為主軸，邀請超人氣作家蒞臨會場，
創造書迷親近作家的驚喜與互動，傳遞閱讀的感動。

「大家來畫畫喔！」畫出詩中美美的境界！

▍書香森林奇遇記

作家分享太嚴肅？小魯本土作家各個都是大頑童，絕對讓你驚豔大不同！

露天書牆：千里傳書情

閱讀有趣的各國故事繪本，每逢整點聆賞外國學者介紹朗誦各國民俗文化與經典作品，搭
配簡單問答遊戲，可獲得精美文創商品。

名人物品、國際精品、異國紀念品、跳蚤市場隨你挑

太多童書都一樣？小魯好書用心製作、本本獨特，孩子讀了說還要！
★

「詩詞對對碰」走入詩詞的世界；

12 月 7 日別忘了「代代樂書香」！
▍書香傳愛心公益活動

主軸活動 12 月 7 日上午 9:30- 下午 17:00

▍幸會臺灣

劇本可以當做文學作品在日常生活中閱讀。此次臺灣閱讀節首度設置

包括茶文化介紹、相關書籍展示、特色茶品嚐等。

( 茶席時間為 11:00-13:00)

劇場劇本專區，集合各家出版的臺灣當代原創劇本，希望帶領讀者透過閱讀
領略戲劇之美，讓想像馳騁，從劇本的字裡行間中，看見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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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活 動
「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計畫」

「閱讀推廣與館藏充實計畫」

專家選書機制購置優質圖書資源，同時發展
各資源中心特色館藏，以提供民眾借閱利
用，使散置於各個圖書館之藏書得以整合行
銷並推廣利用，發揮公共圖書館資源共享功
能，提升區域圖書館間之館藏使用效能及對
於國人閱讀力及素養發揮助緣功效。

包含「閱讀起步走：嬰幼兒閱讀推廣計畫」
及「多元閱讀及館藏充實計畫」，推動 6
年 (98-102 年 ) 以來，圖書館功能更多元外，
並建立分齡分眾閱讀專區，全國圖書館增加
館藏約 93 萬冊圖書，共提升國人平均每人
擁書率由 1.29 冊增至 1.68 冊，及平均每人
年借書冊數由 2.02 冊增至 2.8 冊，有效提
升公共圖書館服務質能。

「公共圖書館閱讀環境與設備升級計畫」

「公共圖書館書香卓越典範計畫」

於民國 98-101 年間已協助 140 所圖書館進
行閱讀環境氛圍改善、330 館設備升級，透
過分區輔導，並聘請圖書館、建築設計及閱
讀推廣等學者專家協助指導，使獲得補助之
公共圖書館整體營運績效及使用者滿意度皆
明顯增加，因此 102-105 年持續推動並主動
輔導偏鄉圖書館申請，預計再補助 140 所圖
書館，將閱讀深耕地方，於全國各地營造更
多「全民的大書房」。

於民國 102-105 年間預定打造 10 所典範圖
書館，藉由與社區在地資源結合與活化，引
發地方政府對於閱讀建設之重視，進而達到
跨域加值，並發揮圖書館多目標使用功能。
透過學者專家協助輔導之機制，進一步發掘
典範館特色，形成示範效益，並能提升公共
圖書館形象與服務效能。

讀

日期

講題

103/11 /15（六） 希臘羅馬神話故事

My 臺 灣

閱讀 ‧ 無所不在的幸福
103 年 11-12 月

主講人
姜翠芬 教授
（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103/12/ 13（六） 中世紀騎士文學：從騎士制度談 劉雪珍 副教授
到傳奇故事

103/12/ 20（六） 你我的莎士比亞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副教授兼進修部英文系
主任）

彭鏡禧 教授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及戲劇學系名譽教授 /
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

103/12/27（六）
104/1/10（六）
104/1/17（六）

愛情太短，遺忘太長─

張淑英 教授

聶魯達的『三宅』一生與女人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兼國際長）

航向太平洋：梅爾維爾與南太平

梁一萍 教授

洋島嶼原住民的相遇

（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

殺手、罪人、黑獄亡魂：葛林

伍軒宏 講師

（Graham Greene）的『文學娛樂』

（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講師）

系列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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