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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讀城堡  閃亮登場
——親子資料中心再出發

蔡燕青/攝

A Special Report on the Recent ceremony for the Re-
opening of NTL Children’s Library and Related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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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本年度獲教育部補助，進行親子
資料中心空間改造工程，並於民國97年12
月下旬完工。為使親子資料中心的改造工
程更符合小小讀者的需求，本館於6月間即
公開徵求小小讀者彩繪出心目中理想的圖
書館，之後，採用兒童最喜愛的大自然、
森林、動物等活潑有趣的異想空間作為主
要元素，配合不同服務區域之閱讀意象，
結合繪本作家賴馬、唐唐及蔡嘉驊等人的
作品，將閱讀空間裝置成為一部饒富趣味
及想像力的大繪本。完工後的地下一樓規
劃為「繪本森林」悠閒景致的多功能教
室，得以靈活運用辦理各項活動；一樓則
規劃為報刊區、參考書區及資訊檢索區，
營造寬敞明亮的閱讀情境；二樓則以「遨
遊天空」的意象設計，並設置「外文圖書
專區」，以擴展兒童國際視野並提供多元
文化管道。

本館希望此次閱讀空間的嶄新呈現，
讓親子閱讀的環境蘊蓄主題性、趣味性、
故事性、整體性及多元化的風貌。此外，

前言
本館親子資料中心為配合教育部長期

推動學生閱讀之政策，致力於推廣兒童閱
讀活動，以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中心現
有中外文兒童圖書約11萬冊，讀者使用圖
書十分頻繁，平均每月借閱人次達28,000
人次，此乃可喜之現象。

而親子資料中心除了提供館藏資源的
服務之外，並辦理各項推廣閱讀活動。為
妥善運用空間，營造更溫馨的親子閱讀環
境，以及加強閱讀活動的推廣，遂著手計
畫空間之改善，並已於期限內竣工。期能
帶領兒童探索圖書館的寶藏，學會利用圖
書資料，透過自主地學習，進而開啟知識
的寶庫，使讀者能在浩瀚的圖書資料中汲
取知能、增長智慧，以陶鑄美好人生。

一、親子資料中心新面貌——

　　悅讀城堡啟用典禮

2F新書展示區B1森林繪本區

「小小設計師」小讀者畫 B1森林繪本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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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圖書館地下一樓之閒置空間亦規劃為
「樂學室」，作為故事媽媽說故事、親子
讀書會、表演活動及研討課程等多功能活
動場所，以呈現更多采多姿的圖書館營運
內涵。

「親子資料中心重新啟用典禮」於
民國97年12月27日上午10時舉辦，當天，
由黃雯玲館長親自主持，並邀請繪本作家
唐唐帶領小朋友共同探索圖書館的知識寶
庫。

二、巨大耶誕樹——圖書城堡

本館於97年底與何嘉仁文教基金會合
作，以「圖書」為設計核心，並結合「環
保」議題，利用過期報紙、紙箱……等可
資源回收之素材，以本館入口處圓形櫃枱
為基座，堆疊成一株大型聖誕樹。頂端以
四棵小聖誕樹為裝飾，外圈以聖誕紅及舖
滿或開或合之圖書圍繞著，點綴上應景的
小飾品及耶誕燈，儼然像一座巨大的圖書
城堡，與親子資料中心空間改善之「悅讀
城堡」主題相互呼應，讓讀者一進本館，
即充滿著眼睛為之一亮的驚喜。此為本館
首次創舉，展示期間常見年老者凝望著這
棵樹，彷彿走入時光隧道，探索著自己一
生的點點滴滴；年輕學子們則拿起手機不

超可愛L型資料——有獎徵答贈品

三、小偵探‧大線索——有獎徵答

　　活動
時間：97年12月27日，上午11：00～12：00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樓服務櫃檯

「哇！有猴子耶！」小朋友攀附在
大大的牆面上，欣喜的抱著牆面上的蘋果
樹。

親子資料中心空間重新改造後，更
具童趣，爸爸媽媽和小讀者們，開心的指
貼著牆面上的動物，重新體驗閱讀動線。
「你知道繪本森林區有幾隻大象嗎？」、
「2樓曬衣繩上掛的兔子是誰嗎？」25個
問題，分成5張戰帖，讓小朋友來挑戰，只
見小朋友上上下下尋找線索，玩得不亦樂
乎。完成戰帖者，每人都可得到擷自繪本
作家賴馬創作的繪本圖案所印製成的超可
愛L型資料夾一個。

蔡燕青/攝

斷地拍照，看似想捕捉青春的顏色；至於
孩童，則洋溢笑容、睜大閃亮的黑眸，仰
望著似乎為找到童話城堡的入口而興奮不
已。在這一季，圖書館扮演著神奇魔法師
的角色，陪大家一塊兒渡過夢幻的耶誕佳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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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人讀書樂

時間：97年12月27日，下午2：00～4：00

地點：B1樂學室

邀請《教養可以這麼浪漫》作者李偉
文醫師主講，身為牙醫師，他將自己的診
所，設計成擁有4、5千本藏書的社區圖書
室，他努力當自學爸爸，安排家庭教育，
本館特別邀請他與讀者分享「閱讀給生命
力量」，透過精彩生動的親身經歷，讓聽
者感同身受，更能學以致用，利用圖書
館、大自然、生活周遭的點點滴滴，匯聚
成為培養親子閱讀的好教材。

五、大家一起聽故事

時間：97年12月28日，上午10：30～11：30

地點：B1樂學室

為慶祝親子資料中心空間重新改
造，特別邀請永和童心媽媽演出小劇

場－「禮物」，幾位媽媽滿懷要與小
讀者同歡共樂的一股熱忱，利用近2個
禮拜的時間，編寫劇本、彩排，28日
當天吸引近百位大小朋友前來觀賞，
熱鬧非凡，由於故事情節精采，演出
方式活潑，頗受好評。

六、咱們來看皮影戲——

　　「森林同樂會」

時間：97年12月28日，下午2：30～3：30

地點：B1樂學室

你認識皮影戲嗎？這是一場光與影的
溫馨表演，當大家看到：猴子吹笛子，肢
體語言滑稽逗趣，連大朋友都不禁鼓掌叫
好。永和童心媽媽們在後台賣力的操弄皮
偶，生動地舞動各種動物，唯妙唯肖，讓
觀眾嘆為觀止，大飽眼福，獲得滿堂彩，
為親子資料中心的重新啟用，營造歡樂的

氣息。

李偉文醫師主講《教養可以這麼浪漫》

永和童心媽媽演出－「禮物」劇場

「森林同樂會」皮影戲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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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借書證

七、借閱證換新裝

為了鼓勵更多讀者利用親子資料中

心資源，親子資料中心重新啟用之後，借

閱政策亦將有大幅度改變。未來，親子資

料中心的正本圖書均可外借。且自民國97

年12月20日起，亦提供讀者申辦新版個

人、兒童及家庭、悠遊卡等不同型式之借

閱證，新版成人借書證特別利用本館館藏

《采風圖合卷》之圖案設計而成，極有特

色；而新版兒童及家庭借書證，則採用知

名插畫家賴馬的活潑可愛圖案設計，所有

拿到借書證的家長或小朋友，皆愛不釋

手。

結語
本館此次藉由親子資料中心空間改善，

營造出一個可藝、可文、可讀、可演，既溫

兒童及家庭借書證

馨又舒適的兒童閱讀場域，透過各種活動的

舉辦，主動行銷圖書館的資源，引導兒童前

來圖書館善用館藏資源，提升兒童知所利用

圖書館的素養，達成圖書館保存文化、傳遞

資訊、教育民眾與休閒學習的目標。

另一方面，親子資料中心除了在靜態方

面提供資訊之外，並持續朝著動態的方向積

極經營，除了加強規劃各種培訓課程、讀書

會與說故事等活動外，更希望藉由推廣多元

的兒童閱讀、親子共讀活動，逐步提升民眾

的閱讀風氣，以達成公共圖書館永續經營之

功能。同時為因應知識無國界的全球化發展

趨勢，朝著創新研發教育文化事業之途徑邁

進，將親子資料中心營造成資源豐沛的學習

環境，奠定兒童良好的閱讀基礎，進而塑造

化育年輕學子之健全思維，期能引導全民養

成終身學習的習慣。提升國人文化素養，促

進社會進步，厚植國家動力，皆為本館努力

達成之願景，歡迎民眾大手牽小手，一起蒞

臨嶄新的親子悅讀城堡，讓知識的源泉汨汨

流淌在你我的心田。

B1服務櫃台

1F入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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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資料中心工程改善成果照片對照圖：

說　　明 改　善　前　照　片 改　善　後　照　片

【親子資料中心入口】

活潑有趣的入口意象，
長頸鹿親子造型立板突
顯親子共讀之溫馨感
覺，兼具實用與美感，
常吸引讀者佇足欣賞。

【自助借書區】

一樓自助借書區以向日
葵及溫馨的色彩襯托出
活潑氣息，便捷的自助
借書機讓圖書借閱流程
更順暢，節省讀者的借
閱時間。

【一樓服務台及展示櫃】

重新規劃明顯而活潑的
服務台，並利用柱子設
置明亮的展示櫃，提供
讀者便利資訊、多元化
服務及最佳視覺感受。

【有聲書及資訊檢索區】

有聲書及資訊檢索區移
置於一樓原書庫區，舒
適的座椅及一人一機的
寬敞空間，提供讀者最
便利的資訊檢索服務及
優質的多媒體視聽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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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改　善　前　照　片 改　善　後　照　片

【二樓樓梯邊牆】

原空著的樓梯邊牆利用
繪本圖畫之長頸鹿與兔
子展望雲端的世界，開
啟大讀者小讀者更大的
探索慾望。

【二樓樓梯口】

樓梯口原外文書架移
置，除布置小小櫥窗
外，並以「短耳兔」繪
本圖案，提供大讀者、
小讀者有個不同的空間
感受。

【新書展示區】

縮小並移置2樓服務櫃
檯，原處新設新書展示
區，展示新到圖書或主
題書展，供讀者館內閱
讀或借閱。

【外文圖書區】

原外文參考書區移至一
樓，擴展外文圖書區之
空間，提供讀者更豐富
之圖書，而可愛的世界
地圖更能引導讀者繞著
地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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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改　善　前　照　片 改　善　後　照　片

【繪本森林區】

將原梯面過高之故事舞
台改設為繪本森林區，
大小讀者在美麗的森林
中與可愛動物一起享受
閱讀的喜悅。

【繪本森林－幼兒區】

將原有漫畫與幼兒共用
區域設計成幼兒專區，
這兒是小小朋友的閱讀
天堂，有美麗的森林、
可愛的動物，還有火車
和山洞。

【樂學室】

原書局改設為寬敞明亮
的多功能活動空間，提
供各種講座及研習空
間，更是故事媽媽最好
的說演場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