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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時刻「啟動閱讀時光機」！
共讀照片大募集

提案內容

經費概算

專案企劃執行：20,000元／美術設計：30,000元
行政雜支：10,000元／辦理發表會：30,000元／其他：10,000元

提案單位／團體：火柴工作室

閱讀習慣的養成可能源自家庭、學校或同好等機緣巧合，若能留下

一個家庭、師生或共讀團體正享受著書與心靈交會的影像，將會是人

生珍藏的美好回憶，本案想募集書與閱讀者的合照，撰寫共讀的書名

、心得和當時共讀的記憶。

本案想公開甄選不限年代和時間的共讀照片（含文字說明：影像中

的時間、地點、書名、人物等簡述），分為家庭組、校園組、社團組

（含公司組織等）三個組別，製作相關看板、海報等圖文資料，公開

展示「共讀時光機」影像，並辦理成果發表會1場，邀入選組別列席和
導覽，公開表揚和獎勵入選者，也希望於其他館場巡迴展出。

以影像、文字方式將更生動地傳

述故事，共讀照片就如口述歷史，

可提供圖書館研究資料，來自不同

年齡層、社會中各類職業與階層也

都能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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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架上的現代詩
到圖書館動手作詩

提案內容

經費概算

獎金：75,500元／評審費：18,000元
場布及宣傳費：5,000／元雜支：1,500元

提案單位／團體：劉福田

（朝陽科技大學）

這是可以全民參與的活動，走進圖書館，選擇書籍，把書的書名排

列組合成一首現代詩。一般人都覺得現代詩的凝練詩句高深莫測，無

法參與。本活動改變大家的刻板印象，鼓勵動手作詩，在書籍的排列

組合中，不但可以了解詩的精神及格式，並可以廣泛地接觸書本。

本案將讀者分成國中、高中、大專、社會組四組，每位投稿者每人

最高以二首為限；參與者必須使用新北市圖書館館藏；書的排列本數

不限，須具詩的精神與格式。作品收集後，用入圍作品在圖書館內佈

置詩作牆，方便讀者閱讀及票選。票選結束後邀請詩人公開評審並講

評得獎作品，以此增進詩的推廣。

得獎作品公開發表並巡迴展示。圖書館亦可配合活動，邀請知名詩

人舉辦多場講座，擴大成為書與詩的聯合展示週(或月)，得獎作品也可
以用照片的形式巡迴展出，鼓勵詩風及閱讀風氣，在圖書館裡完成一

個另類閱讀。

UNIVERSITY



03

文化綠種子
街頭閱讀計畫

提案內容

經費概算

講師費：50,000元／體驗材料費：25,000元桌
椅器材費：10,000元／購書與文宣費：15,000元

提案單位／團體：板橋文昌街生活學堂

閱讀是跟生活結合的歷程，希望能在街頭注入閱讀的能量！在【文

昌街生活學堂】現場邀請五位職人導讀結合職人專業的書籍，並由職

人實際傳授書中提到的精彩內容或技藝，串聯起【閱讀與體驗】的關

連。暫定主題為：「傳統剪黏工藝」、「廟宇彩繪」、「木雕」、「

枋橋故事館」和「大地旅人樸門永續設計」。

同時邀請板橋文昌街24巷街頭店家加入「街頭閱讀計畫」，深化在
地連結，例如：「友善寵物咖啡廳」和「文創親子友善空間」，結合

相關書籍，讓店家不再只是販售商品，也是街頭閱讀據點，體驗因為

閱讀而更豐富、完整、精彩。

書本並非只有閱讀的選項，來自於生活與文化，希望創造閱讀與文

化體驗的連結、讓安靜的書本變成活教材、讓街頭閱讀成為一種風潮

，引動更多新北店家也成為街頭閱讀店家並提升職人們對於自身專業

的榮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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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文學認識在地社區
小旅行走讀美麗新北

提案內容

經費概算

籌備路線費：5,000元／在地文史文學講座費：25,000元
在地小旅行費：70,000元

提案單位／團體：陳泂翰

新北市擁有許多特色地景與文史古蹟，圖書館也收藏許多具當地特

色的館藏，值得讀者閱讀、親身走讀，進而認識社區。

本案欲邀請當地文史工作者舉辦一系列在地研習，讀者可藉由認識

當地的歷史故事、地景與人物，集合文史工作者、在地作家、學校或社

區耆老與社區民眾共同參與，並舉行社區小旅行，提升民眾對於社區的

認識，開發一條屬於「文學走讀」不同的小旅行路線。

藉由小旅行、文史導覽、美食嚐鮮等文學走讀路線，結合當地歷史

古蹟、文史資源，體現及活化新北各地區展現的主題特色，鼓勵民眾參

與，拉近民眾與社區的距離，增進閱讀書籍的樂趣，創造美好的新北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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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溪雙鐵，上山下水任遨遊

提案內容

經費概算

無

提案單位／團體：黃永雪

看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新總館配合新北市各區特色，規劃親鄉

見學行程，看見台灣生命力。書中介紹：雙溪有三寶，毛蟹，野薑花

和山藥，百聞不如一見，搭上火車到雙溪區，換騎自行車或電動車，

上農場採山藥，溪邊學划船，走出冷氣房親近大自然，關心養育我們

的鄉土，親土愛鄉由新北市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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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讀全世界

提案內容

經費概算

場地布置：10,000元／圖書購置：35,000元／設計印製：15,000元
(偏鄉國中小)參訪交通費：30,000元／雜支及文具：10,000元

提案單位／團體：李郁晴

聯結閱讀與旅遊，讓「閱讀」更加豐富化、生活化、國際化、互動化

！主題活動有：

一、【圖書分身展】：

展出《小王子》及其他書的各國文字版本。

二、【旅遊明信片】：

邀請到總圖的市民書寫「旅遊明信片」給「曾去旅遊的某國某地」，

分享旅行的特別心得並張貼在總圖的「世界地圖牆」。

三、【帶書去旅行】：

帶一本「自己的書」去旅行，主動認識一位外國朋友，二人與書合照

，上傳總圖FB/IG。然後讓書跟著外國朋友再去旅行~
四、【我的旅讀展】：

市民申請參展，展出自己與旅遊相關的紀念性實體物品（例如：各國

報紙、旅遊手札、紀念品等）、參展人的自我簡介、參展物的故事、

對旅遊與閱讀的看法等等，看展還可拿到互動貼紙表示對各展的喜愛

肯定程度！



書本CD變QRcode

提案內容

經費概算

版權：待評估／印成防水QRcode：待評估
加設網站之經費：待評估

提案單位／團體：吳泳儀

圖書館中有很多具有CD光碟的書籍，但由於我們生活型態的改變，
有時候並沒有可以放CD的機器，導致CD不方便聽，就算借閱回去之後
也有可能不小心搞丟CD。
所以可將CD變QRcode，將CD資料上傳至雲端，讀者只要透過掃

QRcode就可以聽到音檔，語言類型或是有版權的書取得出版社同意後
，將音檔歸類上傳雲端，製作專屬的QRcode貼在書的封面，或是將台
北好讀電子書有聲書的檔案，印成QRcode放到實體書上，方便民眾多
一種閱讀方式，促進讀者使用語言類型的書籍意願，減少還書時忘記歸

還CD的情形，民眾也不用因為弄丟CD而須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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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書房．藏書分享

提案內容

經費概算

策展費用：95,000元／雜支：5,000元

提案單位／團體：巫拉拉拉

目前正是網路時代，紙本閱讀風氣衰退，許多實體書店關門大吉，

但近來看到新聞，由藏書家開設的「一人書店」卻正在興起，像是亞洲

首間立體書書店「有度立體實驗室」就設在臺北，店主分享珍藏立體書

，日本也有「一人書店」、「一日書店」風潮，希望讓圖書館成為讓所

有進入圖書館的讀者，都可以感受充滿特色的書本的世界。

本案想在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1樓，於周末邀請獨立書店或個人藏書
家，依不同領域或特色主題辦理6場為期一日的圖書展示，建議主題有
：「立體書」、「外國特色繪本」、「台灣本土繪本」、「音樂繪本」

、「遊戲繪本」、「花鳥植物或環境議題繪本」，也可以依後續實際邀

約狀況訂定主題或由民眾票選推薦主題，還可以辦理一日書房分享會，

邀一日書房創辦者分享他的藏書、閱讀經驗及創作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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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拼拼樂

提案內容

經費概算

書展海報費：15,000元／詩詞道具費：20,000元
評審交通費：51,000元／獎金(禮券)：15,000元／雜支：4,000元

提案單位／團體：徐楓惠

讓參賽者透過拼圖加上賓果遊戲的方式，學習古典詩詞蘊含的美感

與情意，對象為國小三年級至六年級的小學生。

首先於各區圖書館策畫為期30天的小型詩歌書展，精選適合國小學
童學習的詩詞出版品，同時公布第一回比賽主題及比賽規範，可以組

隊報名，分為區賽、複賽和總決賽。

將於比賽前一個月預先公布主題，比賽時參賽隊伍都有百張詩歌拼

圖，依照主持人的題目，最先答出詩詞者並由比賽評審認可後優先得

分，最先完成賓果連線之隊伍，即獲勝。希望藉由活動培養新北市小

學生的中文造詣，運用豐富的想像力，領會詩文中表面之外的意境，

從詩歌的薰陶，讓孩童從小就是小小

詩人，期待孩童也能將詩詞融入於生

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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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朗讀

提案內容

經費概算

講師(培訓)費用：待評估／志工費用：待評估
書籍費用：待評估

提案單位／團體：劉玉真

高齡化社會的發展，許多長者因視力退化或不識字，導致無法自行

閱讀書報雜誌，因此本案希望透過朗讀者的協助，讓這些長者可以透

過書籍拓展視野、豐富生命的感受與體驗。

以徵募樂齡朗讀志工的方式，了解長者基本的身心發展狀態與需求

、培養朗讀技巧與方法等等並選擇適合長者或是其感興趣的書籍，在

安全、舒適的空間由志工為長者們朗讀內容。

隨時確認留意長者聆聽的情形，在適當的段落暫停，由志工詢問長

者是否有疑問或是鼓勵分享自身的經驗，期許志工的朗讀，能讓長者

享受閱讀的樂趣，突破封閉的生活，並透過書籍來認識世界與自我，

讓生命多采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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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你我都在故事裡
銀髮族共讀共樂共享之約

提案內容

經費概算

講師費：80,000元／交通費：4,640元
DIY+雜支：15,360元

提案單位／團體：謝老師美好閱讀坊

為銀髮族、樂齡族安排每月一次書香約會！透過生命繪本書籍、影

片導讀分享帶領，讓樂齡族認識繪本閱讀的生命藝術，讓生活再充實

一點，再多一點快樂！

課程主要為分享主題繪本，開啟銀髮族對閱讀的熱忱，也使家中有

孫兒的銀髮族學習遠離手機教養，餵養兒孫健康、智慧地長大，並激

發銀髮族分享交流的動力。

在過程中安排帶領適合樂齡族的運動，例如椅子瑜珈、防止失智的

運動體操等等，在上課時除了動腦學習新知，動頭腦動手也動身體，

讓身心都健康，讓銀髮族同時能得到運動身體的喜悅！指導製作繪本

小書、創意相框等療癒小物，使銀髮族能以多元的方式體會生活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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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野]來一下
全家野餐閱讀樂

提案內容

經費概算

講師費：48,000元／助教費：24,000元／材料費：12,000元
交通費：13,920元／教具費：2,080元

提案單位／團體：謝老師美好閱讀坊

野餐的美味，是親子都很喜愛的悠閒放鬆活動。閱讀的書味，是親

子都很想擁有的終生好習慣。美味+書味，造就了自然而然的好讀人情
味！

兩者結合出悠靜畫面，心情輕鬆的在野餐墊上，躺著、坐著、趴著

，進行閱讀活動，大人可以讀大人的書，孩子讀孩子的書，然後一起分

享美食與話題，是多麼好讀愜意的美好約會！

讓親子在圖書館，有美味與書味相連結，藉由親子共讀共食的時間

，藉由主題書及民眾好書的分享，產生獨(讀)樂樂不如眾樂樂的分享心
，增加主動借閱圖書館好書的動力，讓民眾覺得圖書館也可以當作親子

約會的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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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玩創意

提案內容

經費概算

講師費：20,000元／助理講師費：4,000元
活動材料費：21,200元／保險費：1,750元

提案單位／團體：愛玩樂

運用在家裡就能簡單到手的材料，將原本毫無吸引力的東西注入新

生命！透過充沛的想像力以及充滿樂趣的製作氣氛，創造出前所未有的

手工藝術品，除了激發孩子們的潛能，創作出自己最驕傲的藝術品外，

也能促進家長以及孩子之間更多的互動，擁有更多共同的美好回憶，來

陪伴孩子們。希望以父母陪伴孩子創作，讓孩子有了樂趣而閱讀，學習

設計和討論創作的活動，開啟孩子自主性閱讀，從書中尋找活動，陪伴

閱讀，玩出創作力！

建議辦理活動舉例：手掌鋁箔畫、創意彩繪溶鹽畫或者繽紛彩鹽瓶

DIY、紙捲筒火箭玩具、療癒星空瓶、小絨球蓋蓋畫、寶特瓶變收納盒
和毛巾環、牛奶桶變魚菜共生系統、牛奶罐變露營用火箭爐、用廚房小

物變出轉轉滾珠溜滑梯、自製故事卡玩故事接龍……活動完後家長和孩
子們還可以互相交流，分享各自發明的生活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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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學視角看見愛與希望

提案內容

經費概算

專聘請講師費：20,000元／材料費：20,000元
場佈費：10,000元／教具費：30,000元／禮品費：20,000

提案單位／團體：賴秀君

閱讀應該從小紮根與生活結合，閱讀應該是父母以身作則，所以希

望透由影片、書籍、講座、科學實作、科學闖關活動、文創商品DIY、
閱讀靜心10分鐘以及親子閱讀宣傳影片票選活動，吸引父母帶著小孩
進館來參加多元的閱讀活動。

期許運用小朋友最愛的聽故事、看影片、做實驗、親子DIY及闖關活
動吸引父母帶著小孩來參加，小孩興趣滿滿，陪伴在旁的父母也會成

就感十足，如此便能讓親子愛上圖書館，喜歡來圖書館借書、參加活

動，小孩從小就常跑圖書館，很容易會愛上閱讀，文創DIY、閱讀宣傳
影片再加上網路的宣傳力量，相信能讓大家對閱讀、對圖書館更加有

興趣，覺得來參加圖書館的活動，是個假日行程考量之一，特別是在

夏天，又能吹冷氣，又能玩遊戲，寓教於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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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BOOK SWEET新總館の密室
A寶趣-RUNNING MAN, LET’S GO!
提案內容

經費概算

APP設計費用：80,000元／闖關活動獎品費：20,000元

提案單位／團體：CICELY LEE

新總圖成為有趣神秘的密室體驗聖地，來新總館不單是看書中文字

、借還書，還可擴展到理解、思考與體驗，讓挑戰者不僅認識新總館

結合資訊科技的特色，同時從體驗中獲得不可思議的圖書館利用的樂

趣與闖關遊戲的成就感。

透過新總圖之密室A寶趣(A BOOK TRIP)創意閱讀活動，期待民眾親
至新總館參賽，用APP掃描QR Code將開啟密室問答勇敢參加挑戰，
使「閱讀有趣化」讓數位原住民透過整合科技APP能多元體驗新總館
實用之樂趣，並使「總圖實用化」經由閱讀闖關的活動提供社區居民

豐富的學習資源，如新總圖人臉辨識與24小時自助借(還)書機，電子書
、有聲書與影音多媒體，戶外體驗閱讀及桌遊活動等多元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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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境解謎遊戲
霍格華茲的魔法圖書館

提案內容

經費概算

遊戲包費用：20,000元／遊戲設計費：5,000元
活動主持費：40,000元／獎品費：10,000元

提案單位／團體：周舜欽

透過情境包裝與遊戲體驗，讓「閱讀」從獨享延伸到交流互動、從

靜態延伸到動靜皆宜，讓「認識圖書館」從被動轉變為主動探索、從

工具轉變為生活方式。

2-4人組隊，領取遊戲包，開始在圖書館的進行實境解謎遊戲。每道
關卡有一道謎題或一項體驗，解開謎題或完成體驗，便能得到最終關

卡的部分藏寶圖，及下一道關卡的提示，並可以繼續進行下一關卡的

解謎。解開七道主要關卡，組合完整藏寶圖，就會帶領你到寶物埋藏

處，得到寶物即可破關！

當大家在圖書館中仔細觀察蛛絲馬跡、合作

推敲謎題隱喻，為了尋求答案而跑去翻閱各

種書籍來佐證自己的想法時，不知不覺便已

置身於閱讀之中；在突破層層關卡，完成實

境解謎遊戲後，對於圖書館中隱藏的

魔法秘密，也早已瞭若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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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膠氣球偶找故事

提案內容

經費概算

講師費：4,000元／材料費：3,625元／乳膠氣球費用：2,775元

提案單位／團體：陳品秀

利用乳膠氣球偶說故事，有別於布偶等常見道具的新鮮感，亦可成

為閱讀活動對應的獎勵品。兒童讀者可藉由借閱指定氣球偶角色之館

藏繪本登記參加乳膠氣球DIY的活動，不僅能增加兒童對於繪本的閱讀
量也能加強孩子對閱讀的興趣，家長與孩子共同參與也能增進親子互

動，促進孩童與家長的親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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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轉夏令營

提案內容

經費概算

講師費：40,000元／材料費：20,000元
餐飲費：20,000元

提案單位／團體：樂學團

從真實體驗中去獲取知識，自然而然且不費力地進入我們的大腦，

在學習中玩樂，從玩樂中認識這個世界，書本成為好朋友，閱讀可以

很歡樂！

玩轉夏令營以實作體驗的方式，跟書本成為好朋友，讓閱讀成為美

妙的體驗，藉由『色彩造形營』、『奇幻氣球營』、『競技疊杯營』

、『關鍵食客營』、『創意摺紙營』、『投資理財營』等活動體驗，

搭配相關的繪本分享，透過多元方式培養參與者閱讀興趣，並提升表

達與理解能力，享受跨科跨領域的學習經驗，體驗閱讀的喜悅與樂趣

並從活動中的學習、討論與分享後，更理解書本上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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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一起說、玩、演故事培訓營(讓
我們故事說到好，說到巧，說到老!)
提案內容

經費概算

講師費：80,000元／教材費：5,760元
交通費：4,640元／繪本費：9,600元

提案單位／團體：

新竹市文化局說書人團隊

設計家人一起說故事培訓課程，對象為親子/兄弟姊妹/祖孫/伴侶/退
休夫妻檔等組合，以一家為單位，兩人以上，一同合作以說學逗唱方

式來展演故事，培養共同閱讀情感及說故事的好默契，未來亦可以安

排在圖書館進行說演故事劇場給大家欣賞。

每月一次性營隊，進行兩天(星期六、日)假日課程，共計10小時培訓
課程並完成閱讀成果展演(與館方協調展演日)，最後可獲得結業證明及
繪本一本。

藉由此案培養民眾對推廣閱讀活動的能力，激發家人對圖書館推廣

閱讀活動的參與度，以增進家人團結合作的好感情，也留下美好精彩

的說書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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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笑即興劇

提案內容

經費概算

講師費：25,600元／主持演出費：13,500元／場地費：10,000元
雜支：10,000元

提案單位／團體：

Ok's kid 即興劇社團

即興閱讀　閱讀也可以很即興

即興劇，沒有劇本，沒有寫好的台詞，沒有先討論的劇情，即使第

一次接觸也可以很享受參與的過程。

故事都有起承轉合，讓故事內容更有層次和張力並且吸引注意力。

在即興劇有一個形式“九句即興故事接龍”，只要九句話就可以完成一個
故事。一個人說故事不稀奇，多個人一起完成一篇故事才厲害。

即興劇有許多表演形式，讓一個個平凡的故事，更生動有趣，當中

也會邀請觀眾一起上台參與，打破上下舞台的界線。

語言文字不再是單方面，也可以參與。透過即興劇的練習更可以得到專

注和反應力，除了動動腦更可以脫離電腦手機來

動動身體，讓身體有情緒動作，觀賞者更是爆

笑連連，也達成紓壓的效果。

全家一起說、玩、演故事培訓營(讓
我們故事說到好，說到巧，說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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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工作．我存在 
 職業之路的歷程分享

提案內容

經費概算

行政雜支費：10,000元／專案研究費：20,000元
印刷文宣費：20,000元／佈置與美工費：3,000元
演講出席費：28,800元

提案單位／團體：火柴工作室

圖書館的使用者多是婦女、幼兒、年長者和學校的學生。終生學習

和使用圖書館的習慣養成，不應只是針對固定的讀者群；亦需鼓舞多

數許久或未曾踏入圖書館的上班族或從事自由工作的青壯年關注這塊

園地。

我們的鄰里即是整體社會的縮影。社區裡存在著許多從事不同行業

的專業之士，他（她）們在探求職涯之前、過程中曾以哪些書（知識

）支持著他們的目標（精神層面的啟發）？在其工作生涯中哪些書（

知識）得到靈感、行動力、技術和管理能力？

無論是哪一個階層或職業都值得讓他人認識和理解，所以本案欲邀

請各行各業具閱讀習慣，樂意傳播和分享的社會中堅人士，進行多元

的演講，藉此活動，提升思辨、表達和願意學習的精神也可擴展各類

知識書籍的介紹傳播，吸引帶動平日不常利用圖書館的潛在家庭、學

校、鄰、里和各年齡層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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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自信主播台

提案內容

經費概算

簡易隔音費：5,000元／手機費用：6,000元
直播架及燈光費：3,000元

提案單位／團體：呂仲竪

這多元社會，每個人都需要學習和成長，在過程中家庭學校是舞台

，圖書館更是找資料秀專長建立信心的好地方，所以本案期望能利用圖

書館現有的視聽室及視聽器材打造一間直播間，使讀者可預約時段，亦

或是館方固定時段，讓讀者能夠在圖書館進行較專業的表演、表達、教

學、直播建立經驗。

資訊時代日新月異，直播是一種新的表現傳達方式，但其器材和使

用技巧還是較專業的領域，並不是每個人都擁有，所以期待公部門圖書

館能夠打造一個可讓市民登記自由使用的小空間，讓有心學習及願意指

導別人的好市民有一舞台，建立自信經驗，成長自己也造福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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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歧行》跨界悅讀

提案內容

經費概算

講師費：60,000元／材料費：34,400元
雜支：5,600元

提案單位／團體：林秀兒

網際網路上，少年們搶到時空梭首航票，而有了宇宙探發局旅程，

而有了驚心動魄的冒險。

《無歧行》故事，從已知到未知，從亙古到未來，虛實相映，中西

合璧，太空《西遊記》和宇宙《奧德塞》；是輕盈的童話小說，是超

時空的冒險史詩，是具哲思的心靈故事，呈現親情、友誼、夢想、愛

、死亡、記憶、文化、時間、神話、宇宙虛無等豐富主題，邀約讀者

，大玩特玩，跨界故事趴。

本案運用動態閱讀、跨界整合、原圖畫展，突破傳統；連結角色扮

演、音樂舞蹈、書法藝術、律動遊戲，進行創意推動，植根閱讀素養

，吸引媒體關注，厚植新總館知識領航意象，轉化為「文學地景」。

參與方式，靜動皆宜；時間場次，自由選擇。

青少年、親子、銀髮族，可混齡參加，共同體

驗生活化、多元化、創意化的跨界悅讀情趣，

落實創意閱讀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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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展、電影、咖啡、
音樂來認識一本好書

提案內容

經費概算

講師費：20,000元／活動人員費：10,000元
飲品費：10,000元

提案單位／團體：陳心怡

本案活動進行方式分為臨時性及常態性兩種，舉辦臨時性的座談會

或演講，以各行各業的專家推薦書本，亦可進行常態性的主題式書展，

提供新總館舒適的座位空間、咖啡(請民眾自備環保杯)，並播放輕音樂

讓書展更加平易近人，電影賞析可以在結束後提供與電影相關書籍。

一直以來都認為閱讀的動機是來自於對於知識的渴求，我喜歡從自

己想知道的問題去找相關書籍來閱讀，剛畢業時是職涯方面的書讓我找

到了未來的方向，希望新總館可以舉辦主題式的書展、找出相關書籍的

作家、甚至是各行各業的專家推薦書本等座談會或演講，讓有需要找相

關主題的民眾可以順利因此媒合到適合的書籍，並藉此找到有幫助的知

識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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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美食去旅行

提案內容

經費概算

講師費：40,000元／餐飲費：30,000元
材料費：10,000元

提案單位／團體：簡均羽

一日三餐的飲食能讓我們填飽肚子，讓有機體獲得能量。知識是我

們的精神食糧，而閱讀就是獲取知識的最重要來源，閱讀讓我們得到

頭腦飲食。用美食來談閱讀是個不錯的選擇，也從美食來認識在地，

認識這個世界。

透過繪本與書籍介紹不同的美食來認識在地與世界各國，並用五感

細細品味食物，享受最完整美味與精神的饗宴。讀這些書，看的不只

是食譜，也是美學、史學、人生哲學和一場社會觀察，從美食/食物切

入閱讀，能達到喜歡閱讀、主動閱讀，讓閱讀成為生活的一部份，以

視覺、味覺、嗅覺、聽覺及觸覺等方式使我們日常生活閱讀之後所買

下的、吃進的，不再只是食物，故事與愛就是最好的調味料。

在活動中，邀請家長們一同與孩子們共同參與，並鼓勵一同閱讀。

透過共讀增進親子關係，並在其中互相學習及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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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全英文進階閱讀活動：
快來快來神奇樹屋

Come and learn with Jack & Annie
提案內容

經費概算

講師費：72,000元／餐飲費：800元／材料費：780元
教材費：26,420元／戲服租借費：1,250元

提案單位／團體：陳雅萍老師Tr. Trina

以神奇樹屋作為課程教材，結合天文、英文、文化、歷史、地理和

科學領域，將視主題需要補充投影影片，連結背景知識，引入科技學

習，必要時配合主題進行美術或延伸活動並且融入閱讀邏輯、人文與

科學素養！期望本案可透過經典中英橋樑書MAGIC TREE HOUSE
神奇樹屋，帶起孩子對英文學習和STEM跨領域探索之興趣，老師帶讀
二十個單元之後，養成重點整理和心智圖歸納之閱讀模式，透過主動

閱讀活動，結合圖書館Book Hunting書籍查找，加深學習的深度和廣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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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星期六：
新知的角落—惺惺相惜有話說

提案內容

經費概算

肥皂箱費：1,000元／集點卡費：2,000元／看板費：2,500元
演講費：80,000元／行動方案費：14,500元

提案單位／團體：心惺相惜

圖書館不只是知識的寶庫，也兼具知識分享互動的功能，將知識的

力量對外無限展延，改善社會。在新北市圖書館創造一個表達平台，

讓讀者能在人群中傾聽別人、表達自己，創造人與人的真實互動，針

對新知及有關環境、社會福利乃至全球關注議題提出論述及對談，促

成知識改善社會的力量。

本案欲實行每週六下午在1樓閱讀推廣區放置肥皂箱並同步直播公民
心聲、邀請郝廣才先生至新北市立圖書館演講，並站上肥皂箱表達他

關心的議題及在現場聆聽公民發聲及回饋，或與親子天下雜誌合作翻

轉教育活動「教出會思考的小小公民活動」並鼓勵公民意識表達，可

製作集點卡，分為參加點數和發表心聲點數集點抽獎活動。

透過新知的角落這個公民意識發聲平台，推廣新知引起社會共鳴，

並培養會思考的公民，讓公民素養運動從新北市立圖書館的讀者開始

，改善社會的力量掌握在你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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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視野-透過3D看到台灣之美

提案內容

經費概算

演講費：6,000元／行動電影院放映：55,000元
設備租用費及公播版權費：39,000元

提案單位／團體：美力台灣

曲導演說「3D的影像是有力量，而且可以感動人的！孩子們在美力
台灣3D的紀錄片裡發現了什麼？每場演出都能看到孩童快樂的笑容，
帶給他們全新的體驗。影片所傳達美的力量，讓小朋友想愛護台灣的土

地與海洋，更認識台灣傳統職人的匠心與堅持，最重要的是：讓孩子們

認識台灣和台灣人的模樣，讓他們更認識自己。」

曲導演和團隊近10年在台灣上山下海的拍攝累積，不但有令人驚歎
的自然美景，也記錄了超過百位傳統民間工藝的國寶級工匠。盼能在新

北市立圖書館放映美力台灣3D電影，可讓讀者從心裡重新認識台灣的
美，並且透過曲導演的生命故事和影像內容，打開視界、看見台灣、放

眼世界，進而打開心門，讓夢想起飛！相信讓讀者欣賞曲導演的美力台

灣3D，將會是一場精彩而動人的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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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分類帽-找到我的專屬風格

提案內容

經費概算

分類帽費：6,400元／材料費：23,000元
媒材文宣費：56,000元／雜支：10,000元

提案單位／團體：林怡君

閱讀，是為了擴展自己的視野、提升自己的知能、豐富自己的涵養

；然而，每個人的吸收風格不同，單一化的書籍閱讀將無法滿足所有人

的需求。因此，透過『閱讀分類帽』，讓每位讀者都能找到貼近自己的

吸收風格，進而讓自己跳脫傳統翻頁閱讀的框架、為自己做主，找到一

個事半功倍的學習/吸收方法。
運用 VARK 學習風格概念製作活動媒材，如：表格、短片、卡片、

文稿、書寫等；讓讀者得以憑藉自己過去喜好，為自己的吸收方法找到

一個定義。再者，現場運用知名故事作為範本，讓讀者依照分類帽指引

、體驗不同風格的閱讀學習樣貌；透過活動，讓讀者有感「閱讀，並非

只能當個書呆子」。

書中的黃金屋，會透過不同的樣貌走進讀者的生命，並讓參與的讀

者都能透過活動找到自己專屬的閱讀風格、增加

閱讀學習的趣味性，進而帶動城市的學習風氣。



30

玩玩詩，帶動你的魂

提案內容

經費概算

無

提案單位／團體：李靜宜

孩子背誦五言絕句或七言絕句大概不成問題，但若要背誦古體詩或

律詩等就會有人抱怨字太多而直接選擇放棄，選擇放棄不是孩子的錯

，是大人們都用錯方法了，忘記所有孩子都喜歡玩，只有玩才能引發

興趣，讓人樂在學習。

本提案把詩結合了自然、生活、社會、歷史與藝術，並針對不同的

年齡層，設計各種遊戲內容、遊戲關卡與遊戲方法，讓孩子樂在遊戲

，自然而然就記住詩句，透過帶領人的引導，讓孩子期待下個活動，

同時利用同儕間的影響力與遊戲關卡的設計，促使每個人主動去學習

挑戰下個關卡。

首先進行暖身活動，讓孩子期待接下來

的活動。接著進行遊戲闖關活動。最後依

不同的場所與參與者年齡，進行手作DIY
活動或進行一場誘導的活動，約定一星期

後再來一場進階版的遊戲PK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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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閱讀5感真有趣

提案內容

經費概算

教練/帶領人：16,500元
材料費：2,280元

提案單位／團體：I CAN 親職 教養

用小團體體驗學習的方式，做中學，學中做，親自感受，真正意義

在於活動結束後的討論與分享，教練=陪伴+探索，用教練的概念，種
下閱讀的種子，陪伴引導，讓閱讀在生活中可以靈活應用，讓孩子們

親近書，喜歡閱讀，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學會帶得走的能力，更認

識自己並增進人際關係，給予面對挑戰未來的勇氣。

視覺（深入解讀書中意義，閱讀不是閱讀文字，而是處理訊息）

聽覺（聽見自己，聽出生活，聽出世界）

觸覺（體驗活動中，讓他們做中學，學中做，發展創意）

味覺（互動討論，看到自己的他人特質，接受他人的不同）

嗅覺（從團體互動中，感受不同的學習氛圍，給予勇氣挑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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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和書作用-公園裡的繪本走讀

提案內容

經費概算

說書人召集及培訓：20,000元
講師費：20,000元／教材費：40,000元／往返交通費：20,000元

提案單位／團體：顏巧怡

位於北海道的劍淵繪本圖書館，設有圖書及遊樂區，孩子在這裡不

會被要求安靜的看書，閱讀和遊戲對孩子而言就是生活，同等重要。

正如日本繪本大師松居直所說：「閱讀不是修行，是種享受。」尤其

透過圖畫書，不是要教孩子學習東西，而是要讓他們從中感受快樂的

。這項計畫沒有目的，唯一的，只有不著痕跡，讓大家感受到閱讀的

美好，讓閱讀融入生活。

本案希望募集及培訓說書人，預計20人。選定走讀地點及時間，依
實際培訓可執行說書人數選擇幾處新北市公園，於週末時間進行繪本

共讀，每次活動時間約一小時，並實際進行公園走讀活動。

閱讀不只侷限在室內，也可以走出戶外，帶著書，佐以陽光和空氣

，伴著人群和笑聲，來一場元氣共讀。而公園就是這麼一個充滿活力

和希望的地方，這裡有各種年齡層的人們，正是

進行跨世代共讀最好的場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