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圖書館  辦理 

教育部 106 年「閱讀起步走(Bookstart)活動前置作業計畫」 

「適合寶寶看的書」評選小組第 1 次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民國 106 年 2 月 16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會議地點：本館 7 樓 7022 會議室 

主 持 人：鄭館長來長                           記 錄：黃瑞雲 

出席委員：許委員登欽、吳委員幸玲、葉委員嘉青、蔡委員敏玲、 

陳委員貞旬 

列席人員：張主任燕琴、蔡助理員靜怡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106 年 Bookstart 活動前置作業計畫及辦理期程。 

參、討論事項及會議決議 

提案一、為本次評選作業，修訂 106 年「適合寶寶看的書」圖書選送辦法，

提請討論。 

決  議： 

經評選委員討論後，修正之條文以紅色字體顯示，臚列如下： 

一、 圖書選送條件 

(二)民國 103 年 1 月(含)以後初版，仍在版發行中之圖書。 

二、 圖書選送說明 

(一)「以符合圖書選送條件且定價不高於新臺幣 450 元(含)之單

本圖書為限；套書(係指不可分售之圖書)不列入徵選範圍，如欲

以……之證明文件，獲選後如違反者，停止該出版商參選權利 1



年」。 

修正後之「適合寶寶看的書」圖書選送辦法如附件 1。 

提案二、為本次評選作業，修訂 106 年「適合寶寶看的書」評選原則，提

請討論。 

決  議： 

經評選委員討論後，修正之條文以紅色字體顯示，臚列如下： 

一、 評選圖書範圍 

(二)民國 103 年 1 月(含)以後初版，仍在版發行中之圖書。 

(三)「以符合圖書選送條件且定價不高於新臺幣 450元(含)之單

本圖書為限；套書(係指不可分售之圖書)不列入徵選範圍，

如欲以……之證明文件，獲選後如違反者，停止該出版商參

選權利 1年」。 

二、 評選標準 

(一)適合 0-5 歲嬰幼兒探索、閱讀的華文或無字圖書(刪除「適合

0-5 歲嬰幼兒探索……」前之「內容和表現方式」)。 

(二)具有趣味、創意並富思想啓發之價值(刪除「具有趣味、……」

前之「除文、圖契合，內容」)。 

(四)編輯企劃及製作嚴謹，版本裝訂牢固、正確，翻閱順暢，印

刷清晰、材料符合健康標準，版面設計美觀，文字大小適中

且無誤。 

三、 評選方式 

(一)評選程序 

3、第 3次評選會議： 

(3)請評選委員發表講評，並遴選 1 位評選委員代表撰寫閱讀

起步走(Bookstart)親子共讀推薦文 1篇(800~1,000字)(刪

除「800~1,000字」前之「每篇」) 

修正後之「適合寶寶看的書」評選原則如附件 2。 



肆、臨時動議： 

議訂第 2 次評選會議於 106 年 4 月 6 日(週四)下午 2 時，於本館 4 樓 4045

教室召開。 

伍、散會：下午 4 時 10 分。 



教育部 106 年「閱讀起步走：嬰幼兒閱讀推廣活動計畫」 

「適合寶寶看的書」圖書選送辦法 

一、圖書選送條件 

（一）符合著作權法且有版權者，適合 0-5歲嬰幼兒探索、閱讀的華文或無

字圖書。 

（二）民國 103年 1 月(含)以後初版，仍在版發行中之圖書。 

二、圖書選送說明 

（一）以符合圖書選送條件且定價不高於新臺幣 450 元(含)之單本圖書為

限；套書（係指不可分售之圖書）不列入徵選範圍，如欲以單冊參選，

須提供「獲推薦後可單冊售與圖書館及一般民眾」之證明文件，獲選

後如違反者，停止該出版商參選權利 1年。 

（二）選送圖書以印刷圖書為限（含感官操作玩具書）。圖書如有附件，請

倂含附件，供評委參考。 

（三）不列入評選範圍者 

1、獨立出版之影音資料，如數位影音光碟-DVD、影音光碟-VCD、唱片

光碟-CD等非印刷製品。 

2、期刊。 

3、圖卡、操作教具、語言學習教材、親子共讀及親子教養專書、英文

讀物……等。 

（四）應嚴謹選送符合參與圖書資格之出版品，承辦單位保有篩選圖書之權

利，凡非適合 0-5歲嬰幼兒閱讀之讀物，或不符選送圖書說明者，不

列入徵選亦不予退還。 

三、圖書選送冊數 

單本圖書每種 2冊（徵選後不退還，贈與承辦機關典藏）。 

四、收件日期 

即日起至 106年 3月 20日(星期一)止，請出版社將參選圖書寄送至承辦

附件 1 



機關，逾期不予受理。 

五、應檢附資料 

請出版社承辦人依實際情況寫所附表格，將以下表格及圖書一併寄至承

辦機關，再另行傳送 1份電子檔至閱讀起步走信箱：

2012bookstart@gmail.com，主旨請註明○○公司(出版社)參與閱讀起步

走選送圖書資料。 

(一)選送圖書清單(請依實際適讀年齡填寫「適讀年齡」欄位)。 

(二)出版社資料表。 

(三)切結書(請蓋用印信，寄送正本予承辦單位)。 

※相關表格可於國立臺灣圖書館首頁/最新消息/「106年適合寶寶看的書」

圖書選送辦法下載。 

六、其他相關說明 

（一）本案為教育部「閱讀起步走:嬰幼兒閱讀推廣活動計畫」--106年「閱

讀起步走」活動前置作業計畫。106年預計有 535所公共圖書館共同

推動閱讀起步走活動。 

（二）本案推薦之「嬰幼兒讀物建議書單」，僅供圖書館充實館藏參考，各

圖書館採購與否，得視經費、館藏發展概況、讀者需求……等因素予

以衡酌。 

（三）本案計畫採購「適合寶寶看的書」（約 40餘種圖書，共計 10 萬冊），

做為 106年各縣市及鄉鎮圖書館推廣「閱讀起步走」活動閱讀禮袋用

書。採購作業預計於 106年 5月至 6月間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四)為鼓勵多元創作與出版，並豐富「適合寶寶看的書」之質量，凡入選

5次(含)以上之圖書，免評選即列為書單中之經典好書，但不再購買。

入選 5 次(含)以上之經典好書書單可至國立臺灣圖書館首頁/最新消

息/「106年適合寶寶看的書」圖書選送辦法查詢。 

七、辦理機關及聯絡方式 

主辦機關：教育部 

mailto:2012bookstart@gmail.com


承辦機關：國立臺灣圖書館 

承 辦 人：閱覽典藏組  黃瑞雲 

電    話：02-29266888分機 3517（聯絡時間：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地    址：23574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 85號  



 

「適合寶寶看的書」徵選  選送圖書清單 

書名 
作者；繪

者；譯者 
出版者 

初版 

日期 

每冊 

定價 
ISBN 類別 

是否為 

套書之單冊 
適讀年齡 

 

 

(相同著作

方式以"，"

區隔 ; 不

同著作方式

以"；"區隔) 

 

 

(民國 年.月，

最多 5 碼) 
 

 

(勿填

978-986-660-850-6，

不含"-") 

圖書 

感官操作玩具書

(擇一填寫) 
 

 

(請填寫實

際適讀年

齡) 

         

 
        

         

         

         

         

 

出版社名稱：         聯絡電話：            聯絡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須知 

1、各欄位資料請依範例正確填寫；表格行數不足，請自行插入空白列；欄位請勿任意更改。 

2、請詳閱徵選說明及參加辦法，嚴選符合參與圖書徵選資格之出版品。未符合參加辦法者，不列入評選

亦不予退還，敬請配合。 

3、選送圖書清單填妥後，請務必於 106 年 3 月 20 日前傳送電子檔至閱讀起步走本館信箱： 

2012bookstart@gmail.com，主旨請註明○○公司(出版社)參與閱讀起步走選送圖書資料。 

4、106 年 3 月 20 日前應將選送圖書送達國立臺灣圖書館，3 月 23 日前若未收到「收書電子郵件回復」，

請來電確認。服務電話：02-29266888 分機 3517(閱覽典藏組  黃瑞雲)。 

 



106 年「適合寶寶看的書」徵選 

出版社基本資料 

出版社名稱  

負責人姓名 

先 生 

女 士 聯絡人姓 

先 生 

女 士 

地      址    

電      話    

電子郵件信箱    

為維護  貴出版社收到本活動相關資料之權利，若貴出版社之出版圖書類型不在 0-5歲嬰幼兒圖書之範圍， 

請勾選不希望再收到「適合寶寶看的書」活動的資料信函，並將此調查表以下列方式回復： 

傳  真：02-29268670    

E-mail：2012bookstart@gmail.com 

郵  寄：23574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 85號  國立臺灣圖書館閱覽典藏組  黃瑞雲收 

□請繼續寄來「適合寶寶看的書」活動的資料信函。 

□謝謝，請勿再寄來「適合寶寶看的書」活動的資料信函。 

mailto:2012bookstart@gmail.com


教育部 106 年「閱讀起步走：嬰幼兒閱讀推廣活動計畫」 

「適合寶寶看的書」圖書徵選活動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出版社/公司）                           已詳閱

並同意遵守教育部 106 年「閱讀起步走：嬰幼兒閱讀推廣活動計畫」 

「適合寶寶看的書」圖書選送辦法，無任何異議。 

 

此致 

國立臺灣圖書館 

 

立切結書人（出版社/公司）：                           （蓋章） 

負  責  人：                                （蓋章）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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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圖書館 辦理 

教育部 106 年「閱讀起步走(Bookstart)活動前置作業計畫」 

「適合寶寶看的書」評選原則 

一、評選圖書範圍 

（一）符合著作權法且有版權者，適合 0-5 歲嬰幼兒探索、閱讀的華文或

無字圖書。 

（二）民國 103 年 1 月(含)以後初版，仍在版發行中之圖書。 

（三）以符合圖書選送條件且定價不高於新臺幣 450 元(含)之單本圖書為

限；套書（係指不可分售之圖書）不列入徵選範圍，如欲以單冊參

選，須提供「獲推薦後可單冊售與圖書館及一般民眾」之證明文件，

獲選後如違反者，停止該出版商參選權利 1 年。 

（四）選送圖書以印刷圖書為限（含感官操作玩具書）。圖書如有附件，

可併含附件，供評選參考。 

（五）不列入評選範圍者 

1、獨立出版之影音資料，如數位影音光碟--DVD、影音光碟--VCD、

唱片光碟--CD）等非印刷製品。 

2、期刊。 

3、圖卡、操作教具、語言學習教材、親子共讀及親子教養專書、

英文讀物……等。 

4、為鼓勵多元創作與出版，並豐富「適合寶寶看的書」之質量，

凡入選 5次(含)以上之圖書，免評選即列為書單中之經典好書，

但不再購買。 

二、評選標準 

（一）適合 0-5 歲嬰幼兒探索、閱讀的華文或無字圖書。 

（二）具有趣味、創意並富思想啟發之價值，繪圖具藝術美感。 

（三）知識傳達正確，如為生活類型圖書需符合嬰幼兒生活經驗的內容。 

（四）編輯企劃及製作嚴謹，版本裝訂牢固、正確，翻閱順暢，印刷清晰、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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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符合健康標準，版面設計美觀，文字大小適中且無誤。 

（五）玩具書必須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合格之「商品安全標章」。 

（六）版權頁資料正確詳實。 

（七）評選程序本於合法、公正、公開、客觀及專業等原則。 

 

三、評選方式 

評選作業由本館遴選、邀請具嬰幼兒閱讀相關專業知識和經驗之學者專

家或從業人員組成「適合寶寶看的書」評選小組，以會議及審查方式進

行。 

（一）評選程序 

1、第 1 次評選會議 

(1)確認 106 年度「適合寶寶看的書」圖書選送辦法。 

(2)確認 106 年度「適合寶寶看的書」評選原則。 

2、第 2 次評選會議 

(1)依出版社選送圖書清單及評選原則，挑選列入評選之圖書。 

(2)現場閱覽參選圖書，並進行廣泛討論。 

3、第 3 次評選會議 

(1)票選（A）「適合寶寶看的書」及（B）「嬰幼兒讀物建議書單」。 

(2)確定票選結果。 

(3)請評選委員發表講評，並遴選 1 位評選委員代表撰寫閱讀起步走

(Bookstart)親子共讀推薦文 1篇(800~1,000字)。 

(4)請評選委員分工撰寫入選圖書簡介(每篇 120字以內)。 

（二）評定方式 

A、書單～適合寶寶看的書 

為 106 年教育部「閱讀起步走(Bookstart)嬰幼兒閱讀推廣活動計

畫」推薦圖書及禮袋用書。 

（1）依確認之評選圖書清單進行投票，每位委員得投 50-75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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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票選之圖書定價，以每冊不超過 450 元為原則。 

（3）依統計得票票數高低，討論並確定推薦書單(預計推薦 44 冊)。 

B、書單～嬰幼兒讀物建議書單 

自 A 書單投票結果，討論並確認推薦書單，為圖書館館藏充實參

考用(預計推薦 80 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