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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滾吧！閱讀-Y.M.C.A」 

106 年公共圖書館館員專業知能培訓計畫 

一、前言 

臺灣是個多元文化的社會，提供不同族群能公平、中立與自由獲取資訊，一直是公共圖

書館所肩負的重要責任。為增進公共圖書館館員策劃閱讀活動能力，推出適合不同服務

對象之活動，特規劃辦理「搖滾吧！閱讀-Y.M.C.A」公共圖書館員專業培訓。邀請業界

及圖書館實務領域之專家進行分享，以青少年(Youth)、多元族群(Multi-culture)、兒童

(Children)及樂齡(Age)不同服務族群為課程主軸，融入新議題與嶄新觀念，顛覆您對閱讀

傳統的想像，激盪未來閱讀策劃新思維。 

二、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圖書館 

協辦單位：宜蘭縣文化局、宜蘭縣冬山鄉阿瘦羅水木圖書館、雲林縣政府文化處、臺南

市立圖書館總館、桃園市立圖書館總館、桃園市立圖書館龍岡分館 

三、參加對象 

全國各縣市文化(教育)局(處)主管、業務承辦人及公共圖書館館員，每場約 60 人(含講

師與工作人員)。 

 

四、研習梯次及課程內容 

日期 課程主軸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地點 

東區 

106/10/18 

(三) 

青少年

Youth~ 

將閱讀變好

玩，For You, 

For Youth 

 

9:30-10:00 報到  宜蘭冬山

鄉阿瘦羅

水木圖書

館 

10:00-12:00 名人講堂  

不同凡響 

邀請名人專家分享創意點子

的不同思維，圖書館如何運

用科技打造未來圖書館。 

12:0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7:30 閱讀˙ 

Brain Storm 

由專業講師分享帶領青少年

閱讀的方法與策略，並揭開

規劃活動時常見的迷思；進

一步帶領學員進行腦力激

盪，動一動想一想，打造專

屬活動設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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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課程主軸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地點 

中區 

106 年 10 月

23 日(一) 

兒 童

Children~ 

打造兒童

Fun Park 

9:30-10:00 報到  雲林縣政

府文化處 10:00-12:00 名人講堂  

不同凡響 

邀請豐富實務經驗工作者分

享兒童服務規劃 tips。 

12:0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7:30 閱讀˙ 

Brain Storm 

由專業講師分享規劃兒童服

務空間及活動設計，教你如

何打造吸睛力的服務。 

日期 課程主軸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地點 

南區 

106 年 11 月

13 日(一) 

樂齡 Age~ 

白銀世代的

閱讀 

9:30-10:00 報到  臺南市立

圖書館總

館 

10:00-12:00 名人講堂  

不同凡響 

邀請熟稔高齡服務領域的名

人專家，由實際執行案例中

分享高齡社會下的公共服

務，讓學員認識「不老夢想

翻轉世界」的可能。 

12:00-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7:30 閱讀˙ 

Brain Storm 

由帶領樂齡經驗豐富的專業

講師分享規劃樂齡服務的方

法，並進一步帶領學員進行

腦力激盪，動一動想一想，

打造專屬活動設計力。 

日期 課程主軸 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地點 

北區 

106 年 11 月

20 日(一) 

多元文化

Multi-culture 

我的火星媽

媽˙新力量 

 

9:30-10:00 報到  桃園市立

龍岡分館 10:00-11:30 閱讀˙ 

Brain Storm part1 

由專業講師分享多元文化「新」

力量，傳授如何帶領與策劃多

元閱讀活動，吸引多元族群朋

友利用圖書館。 

11:30-13:00 午餐及休息  

13:00-14:30 閱讀˙ 

Brain Storm Part2 

分組活動 

14:40-14:55 影片欣賞 

15:00-17:00 名人講堂  

不同凡響 

邀請名人專家分享如何由多元

視角談閱讀與學習，一起來閱

讀吹南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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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一）報名條件及差假： 

參加學員以公共圖書館從業人員為優先，並以參加 1場次為原則，若其他梯次未滿，

可視情況候補參加。差假部分由各服務機關給予公(差)假。 

（二）交通方式： 

(1)交通補助：與會學員差旅交通費，由學員依規定向各服務單位報支。離島及偏鄉

地區之與會人員由主辦單位預算額度內補助交通費，學員須提出離島

及偏鄉地區服務證明並檢據當日票根提出申請。 

(2)交通接駁： 

○1 每場次接駁人數若不足 15 人，將取消接駁服務。 

○2 確定需要接駁之學員報名後，若更改行程無須接駁，請務必事前聯繫承辦單

位，以免浪費資源。 

○3 各場次接駁時間(若有更動集合時間將另行通知)： 

 北區場次桃園—桃園高鐵站接駁至研習地點 

(早上 08:40 分於桃園高鐵站集合) 

 中區場次雲林—雲林高鐵站接駁至研習地點 

(早上 08:40 分於雲林高鐵站集合) 

 南區場次臺南—高鐵臺南站接駁至研習地點 

(早上 09:15 分於高鐵臺南站集合) 

 東區場次宜蘭—臺北臺大校友會館→羅東火車站→接駁至研習地點 

(早上 8:30 分在臺大校友會館集合；約 9:30 分在羅東火車站集合) 

（三）報名方式： 

1.一律採線上報名，本館官方網站(www.ntl.edu.tw)>>熱門服務>>活動報名>>全國

公共圖書館館員專業知能培訓。 

2.本培訓課程採批次審核，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並於每週五審核一次報名名單。 

（四）其他： 

1.本研習課程為一天，研習期間由主辦單位供應午餐。 

http://www.nt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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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程參與者可核給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8 小時，由主辦單位統一辦理認證作

業。惟凡提早離席，上課不足 4 小時者，不予登錄時數。 

3.本館保有修改或調整培訓課程內容之權利。 

（五）聯絡方式： 

國立臺灣圖書館企劃推廣組 鄭小姐 

電話：(02)29266888 轉 5402 

Email:hendy@mail.nt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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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中 

為增進公共圖書館員策劃閱讀活動能力，推出適合不同服務對象之活動，國立臺灣圖書館特

規劃辦理「搖滾吧！閱讀-Y.M.C.A」公共圖書館員專業知能培訓。今年培訓以靜態講座及動

態討論進行，以青少年(Youth)、多元族群(Multi-culture)、兒童(Children)及樂齡(Age)不

同服務族群為課程主軸，融入新議題與觀念，邀您一起激盪未來閱讀策劃新思維！ 

報名注意事項 

每場次招生約 60 人，一律採線上報名(網址：www.ntl.edu.tw>>熱門服務>>活動報名>>全國公共圖書館館

員專業知能培訓)，各場報名截止日期以網頁公告為準。參加學員以公共圖書館從業人員為優先。與會學員差

旅交通費，由學員依規定向各服務單位報支，離島及偏鄉地區之與會人員由主辦單位預算額度內補助交通費。 

洽詢電話：02-29266888*5402 鄭小姐(國立臺灣圖書館 企劃推廣組) 

˙寶寶愛閱讀-由國際視角談嬰幼兒閱讀 

地點:雲林縣政府文化處 

Reading Fun Park 
打造兒童新樂園 

106/10/23 中區 

˙打造兒童 Fun Park 繪本館經營分享 

˙動一動想一想, 打造專屬設計力 

For You, For Youth 
將閱讀變好玩 

106/10/18 東區 

˙圖書館玩 AR/VR?悠遊未來圖書館 

˙青少年只能閱讀經典嗎? 

˙動一動想一想, 打造專屬設計力 
地點:宜蘭縣冬山鄉羅水木圖書館 

˙動一動想一想, 打造專屬設計力 

˙由不老夢想翻轉世界談高齡服務 

˙由經營玩劇團談銀髮族閱讀 Wonderful Aging 
106/11/13 南區 
地點:臺南市立圖書館總館 

白銀世代的閱讀 

˙多元文化閱讀推廣實踐 part1 

 

Multi-culture 
火星媽媽新力量 

106/11/20 北區 

˙閱讀吹南風˙多元視角談閱讀與學習 

˙多元文化閱讀推廣實踐 part2 
地點:桃園市龍岡分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