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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多元閱讀推廣計畫」成果 

 

一、整體成效 

閱讀是一輩子值得耕耘的事業，教育部透過「補助公共圖書館多元閱讀

推廣計畫」，在館藏充實、館員專業能力培養及閱讀推廣活動等不同面向上，

持續輔導各縣市圖書館發展，最重要目的即期望能整體提升我國圖書館服務

質量。因此，教育部委託本館辦理「107 年補助公共圖書館多元閱讀推廣輔導

團工作計畫」及「閱讀起步走(Bookstart)活動前置作業計畫」，規劃辦理各縣

市多元閱讀推廣計畫審查、協助推動本計畫並辦理各項研習培訓課程、邀請

幼兒教育、兒童文學學術專長背景及小兒科專業醫師等專家共同組成圖書評

選小組，協助評選優質嬰幼兒圖書等。 

自民國 98 年教育部執行二期各四年的「閱讀植根與空間改造：圖書館創

新服務發展計畫」(第一期：98~101 年；第二期：102~105 年)以來，接續 106

及 107 年執行「多元閱讀推廣計畫」，在閱讀事業戮力了十年時光，因此在 107

年 12 月臺灣閱讀節配合教育部，聯合國立三館辦理「閱讀黃金十年」活動，

在大安森林公園設攤辦理活動及巡迴展覽等，使閱讀成效推廣予社會大眾。 

在嬰幼兒閱讀推展上，107 年本館更新《閱讀從 0 歲開始》父母手冊，邀

集兒科醫師及育兒專家撰寫專文，並彙整全國圖書館活動資訊於手冊中，便

於新手父母閱讀。在館員專業能力培養上，更以「Bookstart~由思維到實踐」

為主題辦理研習課程，期以共同提升全國館員對於嬰幼兒閱讀的認識及提升

推動閱讀相關技巧。 

此外，本館 107 年特辦理創意文案徵選，並進一步辦理分享座談會方式，

使入選之優良文案提案者有機會分享創意思維，為我國圖書館首創之活動，

以圖書館員為分享主角，並於 107 年底出版《創意閱讀開麥~Library Talk：公

共圖書館閱讀推廣優良文案》專書，促使同道交流學習。其成果分述如下： 

(一)閱讀起步走(Bookstart)前置作業計畫 

1.嬰幼兒閱讀禮袋 

教育部委託國臺圖辦理閱讀起步走前置作業計畫，協助評選嬰幼兒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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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及採購圖書分送至各縣市公共圖書館、製作閱讀手冊，供新手家長閱讀，

並同時在「閱讀推廣與館藏充實計畫」專網公開電子檔，共眾取閱。整體作

業計畫總經費為新臺幣 20,400,000元。 

在嬰幼兒閱讀禮袋分配方面，107年贈送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公立公共圖

書館共 112,000份閱讀禮袋，每份閱讀禮袋有圖書 1冊，補助比例依 105年

各縣市新生兒人數為基礎，並依各縣市政府財力分級劃分成五級，補助比例

情形如下表 1。總計圖書採購約 112,000冊。 

表 1：107年各縣市閱讀禮袋補助比例 

106 年各縣市閱讀禮袋補助比例 

財力分級 縣市別 補助比例 

第一級 臺北市 40% 

第二級 
新北市、臺中市、桃園市、

新竹市 

50~52% 

第三級 
臺南市、高雄市、新竹縣、

基隆市、嘉義市、金門縣 

59% 

第四級 
宜蘭縣、彰化縣、南投縣、

雲林縣、花蓮縣 

62% 

第五級 
嘉義縣、屏東縣、臺東縣、

澎湖縣、苗栗縣、連江縣 

62~67% 

 

 

 

 

 

 

圖 1 107年 2本閱讀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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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辦理各項嬰幼兒閱讀活動方面，全國共辦理 5,056場，317,349人次參

與。 

表 2：107年全國公共圖書館閱讀起步走活動統計 

  項次 

年度 

Bookstart 圖書購置

經費(元) 

閱 讀 禮 袋 

(份) 

嬰幼兒活

動場次 

嬰幼兒活動

參與人次 

107 20,400,000 112,000 5,056 317,349 

備註：嬰幼兒活動場次及人次擷取「公共圖書館統計系統」資料。 

 

 

 

 

 

 

 

 

 

 

 

 

 

 

 

 

 

 

 

 

 

 

圖 2：辦理圖書館利用教育，指導小小孩如

何使用圖書館 

圖 3：圖書館與診所合作，在候診間辦理說

故事活動 

圖 4：透過贈書，送給寶寶第一份閱讀禮 

圖 5：透過遊戲方式，帶領孩子閱讀唱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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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嬰幼兒閱讀專區 

102年教育部持續推動「閱讀起步走」閱讀運動，將年齡層由 0~3歲擴大

為 0~5歲，並特別邀請廣受讀者喜愛的圖畫書作家賴馬設計新的主視覺意象，

透過 Bookstart活動，讓閱讀深入每個家庭中。103年由教育部為全國 22縣

市 522所公共圖書館購置一套由專家學者建議的「適合寶寶看的書」推薦圖

書共 80冊，充實嬰幼兒專區的圖書，並成立嬰幼兒閱讀專區（櫃），提供嬰

幼兒專屬的閱讀領地，營造舒適的親子共讀環境；另方面，教育部亦補助各

縣市購書經費，藉以充實嬰幼兒的閱讀資源。現在走入地方公共圖書館，幾

乎有建置嬰幼兒專屬的閱讀區域，不僅充實了適合親子共同閱讀的館藏資

源，更改善及營造舒適的閱讀環境與氛圍。 

 

 

 

 

 

 

 

       

 

 

 

 

 

 

 

圖 8 臺中市中區分館閱讀起步走專

區照片 

圖 9 澎湖縣七美鄉圖閱讀起步走專

區照片 

圖 6 南投縣魚池鄉圖閱讀起步走專區

照片 

圖 7 臺東縣池上鄉立圖書館閱讀起

步走專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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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閱讀推廣計畫 

1、充實館藏資源，提升國人擁書率 

本計畫除補助充實各縣市鄉鎮圖書館之館藏，亦補助各縣市依據館

藏特色或主題辦理各式閱讀推廣活動，其辦理形式不拘，包括講座、研

習、參訪、書展、讀書會、電影賞析等，辦理對象不拘，包括銀髮族、

青少年、新住民等。藉由本活動，將讀者與圖書館的連結由單向轉為雙

向互動，讀者不僅單向接受圖書館地服務，亦可回饋分享其閱讀的經驗

與心得；此外，亦可吸引民眾對於圖書館的進一步認識，增加圖書借閱

率，並增加對家鄉作家與閱讀活動之關注。。依據公共圖書館統計系統

顯示，107年全國國人擁書量為 2.3冊，每人借閱量已提升到 3.39冊。 

2、閱讀活動參與人次大幅提升 

圖書館透過活動媒介引導民眾走入圖書館，其辦理形式不拘，包括

講座、研習、培訓、書展、讀書會、電影賞析等活動，辦理對象不拘，

包括銀髮族、青少年、新住民等，透過參與多元化的閱讀活動，在活動

過程中啟發民眾對閱讀的熱情。依據公共圖書館統計系統顯示，107年共

辦理了約 11萬場次，2,676萬人次參與活動。 

表 3 107年全國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統計 

     項次 

年度 

閱讀活動場次 閱讀活動參與人次 

107 118,935 26,763,302 

備註：活動場次及人次擷取「公共圖書館統計系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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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土語言閱讀推廣計畫 

臺灣本土語言包含了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等，是教育重要

的一環，而語言傳承與教育的第一場域主要在家庭、社區，在本土語言

價值逐漸受到大眾認同之時，許多社區與家庭卻已失去傳承語言的條

件。有鑑於各縣市及鄉鎮縣市圖書館為地方傳遞知識之中心，故期待以

圖書館為傳遞語言及文化的媒介。103年起，教育部挹注補助經費，鼓勵

地方各縣市圖書館辦理本土語言閱讀推廣活動，培訓有語言能力及文化

資本的志工，成為「本土語言種子志工」，藉由閱讀繪本、說故事及其他

互動方式，為社區或圖書館進行本土語言教學，期待能將志工的語文資

產，提拱給需要的家庭與社區，讓本土語言能永續長存。107年執行成果

如下： 

表 4 107年本土語言閱讀推廣活動統計 

                  年度 

項次 

106 年 

閩南語志工培訓及活動 場次/人次 638/32,151 

客語志工培訓及活動 場次/人次 353/25,209 

原住民族與志工培訓及活動 場次/人次 215/57,994 

其他本土語言志工培訓及活動 場次/人次 9/142 

總計 1,215/115,496 

資料來源：107 年各縣市多元閱讀推廣計畫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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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圖書館館員專業知能培訓 

 

教育部自民國 98 年起，透過「閱讀植根計畫」推動嬰幼兒閱讀，每年補

助各地方公共圖書館辦理閱讀活動及購書經費，使閱讀能向下扎根，並委託

國立臺灣圖書館(簡稱本館)輔導公共圖書館推展閱讀，為顧及分齡分眾的閱讀

需求，本館每年針對各族群需求辦理館員知能培訓，期望館員不斷精進學習，

提供更優質的閱讀創新服務。今年培訓課程特以嬰幼兒閱讀為主軸，由思維

到實踐，讓站在第一線的閱讀推手了解嬰幼兒閱讀的真諦及實踐方法。107 年

共辦理 4 場次，259 人次參與。 

 

(一) 北區場：地點為國立臺灣圖書館，時間為 107 年 5 月 14 日 

北區研習活動照片 

  

本館鄭來長館長開場致詞 學員學習情形 

  

魏自宜護理長上課情形 學員提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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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研習活動照片 

  

葉嘉青老師上課情形 老師帶來許多繪本好書和大家分享 

 

(二)中區場：地點為臺中市立圖書館經武圖書館，時間為 107 年 5 月 28 日 

中區來到了今年適逢重新開幕的臺中市立圖書館精武圖書館！空間改造

後的圖書館提供了更舒適的閱讀環境，也提供本次研習良好的場地唷！第一

場邀請恩主公醫院小兒科主治醫師許登欽醫師，由醫師的專業角度分享嬰幼

兒閱讀，讓學員能由科學實證角度來思考閱讀這件事；第二場次同樣邀請臺

灣閱讀協會理事葉嘉青老師，分享「在悅讀中快樂成長-為零到五歲的孩子選

擇與應用繪本」，並透過老師實際操演方式，讓學員思考如何選擇圖書及運用。 

 

中區研習活動照片 

  

臺中場學員全體合照 許登欽醫師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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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研習活動照片 

  

許登欽醫師上課情形 課後大家與許醫師交流許多寶貴意見 

  

葉嘉青老師上課情形 葉嘉青老師帶領學員進行手指謠活動 

 

(三)南區場：地點為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時間為 107 年 6 月 4 日 

南區場次來到了高雄市立圖書館，本場次邀請與中區場次同樣堅強陣容

師資，第一場由恩主公醫院小兒科主治醫師許登欽醫師，由醫師的專業角度

分享嬰幼兒閱讀，讓學員能由科學實證角度來思考閱讀這件事；第二場次同

樣邀請臺灣閱讀協會理事葉嘉青老師，分享「在悅讀中快樂成長-為零到五歲

的孩子選擇與應用繪本」，並透過老師實際操演方式，讓學員思考如何選擇圖

書及運用，課程中學員獲益良多。 

南區研習活動照片 

  

高雄市立圖書館潘政儀館長親臨研習會場支持 本館鄭來長館長親臨研習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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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研習活動照片 

鼓勵認真學習的圖書館同道 

  

本館致贈文創商品感謝高雄市立圖書館的協助 許登欽醫師上課情形 

 

 

許登欽醫師上課情形 葉嘉青老師上課情形 

 

(四)東區場：地點為花蓮慈濟科技大學，時間為 107 年 6 年 11 日  

最後一場次來到花蓮的慈濟科技大學！本場次與花蓮縣文化局及慈濟科

技大學合作。第一場邀請在花蓮深耕閱讀已久的慈濟醫院朱紹盈醫師分享，

以醫師實際推廣嬰幼兒閱讀的情形，並邀請其團隊成員分享活動成果；第二

場次同樣邀請臺灣閱讀協會理事葉嘉青老師，分享「在悅讀中快樂成長-為零

到五歲的孩子選擇與應用繪本」，並透過老師實際操演方式，讓學員思考如何

選擇圖書及運用，課程中學員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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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研習活動照片 

  

本館企推組吳瑛玲主任開場致詞 學員大合照 

 

 

朱紹盈醫師上課情形 葉嘉青老師上課情形 

 

 

花蓮文化局楊淑梅科長分享花蓮閱讀地圖 學員提問交流情形 

 

三、創意閱讀開麥~Library Talk 

104 年本館出版《閱讀推廣智庫(Idea Bank)》，徵選各縣市推動閱讀活動

的創新點子並集結成冊，使圖書館得以傳承、運用及學習。107 年將延續《閱

讀推廣智庫(Idea Bank)》之精神，規劃「創意閱讀開麥 Library Talk」，邀集專

家學者有系統評選歷年針對嬰幼兒閱讀創意文案或公共圖書館推廣閱讀相關

活動，並邀集文案策劃人或學者專家齊聚一堂與同道分享交流，不僅能匯集

各縣市圖書館創意，更能透過實地分享、討論交流等方式，探究我國公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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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在閱讀推廣上的成果。 

(一)優良文案徵選 

107 年「創意閱讀開麥-Library Talk」文案徵選，由本館組成審查委員，

並經過書面審查及複審會議進行評選。本案共有 39 件投稿，其中 1 件不符合

徵選規定，不列入評選。有效投稿為 38 件，全國共計 17 單位參加。委員依

據「周延性」、「內容性」、「開創性」、「應用性」及「效益性」進行評分。另

依據委員綜合意見，80 分以上之文稿，皆具有正向且可供其他圖書館參考複

製，因此列為入選文案，共計 20 件(入選如下表)。 

排序 姓名/提案館 文案名稱 

1 陳綉麗(臺中市立圖書館) 家家有個小書房 

2 蔡家嫻(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閱讀拍賣會-競標你的讀特 

3 洪敦明(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閱讀全壘打 

4 廖秀滿、許世瑩(國家圖書館) 世界書香日-閱讀開啟世界之窗 

5 洪敦明(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書香日-讀你！幸福的瞬間 

6 廖秀滿、吳美琦(國家圖書館) 愛在森林裡閱讀 

7 蔡蕙頻(國立臺灣圖書館) 鳥瞰摩登時代-國立臺灣圖書館+林百貨特展 

8 黃琡珺(高雄市立圖書館小港分

館) 

環教閱讀列車 

9 何建豪等人(臺北市立圖書館) 回家看書—致家人，美好生活的閱讀提案 

10 洪慈芬(高雄市立圖書館文化中心

分館) 

智慧福袋主題書貼心借閱，闔家分齡享閱讀 

11 黃欽輝(臺中市立圖書館大安分

館) 

喜閱平安-圖書館土地公搏杯比賽 

12 陳彥霖(臺中市立圖書館大里分

館) 

前進校園列車~閱讀共讀樂 

13 蔡珮甄(臺中市立圖書館大里分

館) 

幸福家庭樂書香 

14 陳彥霖(臺中市立圖書館大里分

館) 

閱讀澎湃上桌-二手物換換樂 

15 蔡易霖(臺中市立圖書館總館) 2018世界母語日在臺中 

16 施志融(彰化縣立圖書館) 圖書走出圖書館 服務進您心坎-數位閱讀校園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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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姓名/提案館 文案名稱 

17 蔡蕙頻(國立臺灣圖書館) 臺灣文史閱讀書箱 

18 翁欣儀(花蓮縣文化局) 攜手「送書進校園」-讓學生手上不只是教科書！ 

19 何建豪等人(臺北市立圖書館) 南村出走 

20 張明月(花蓮縣文化局) 花蓮作家走讀文學地景活動 

 

(二)分享座談會 

107 年 11 月 29 日在臺中李科永紀念圖書分館辦理「創意閱讀開麥 Library 

Talk 分享座談會」，透過分享座談會方式，讓各縣市圖書館創意擴散，有機會

與同道交流學習，激發館員精益求精，展現臺灣公共圖書館的創意與活力。

本次活動有來自國立館、直轄市立圖書館及縣市立圖書館等，活動當天邀請 8

位代表進行文案分享，暢談文案企劃流程、執行成效及感想等，提供圖書館

同道交流學習，共計 66 人次參與。 

活動照片 

 

 

本館鄭來長館長致詞 楊美華教授擔任活動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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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致贈中市圖：本館臺灣公論雜誌鳥瞰圖出版品 

(左：本館鄭來長館長；右：中市圖許振華秘書) 
108 年多元閱讀推廣計畫說明 

  

學員參與情形 學員參與情形 

 

 

頒發入選者獎狀 頒發入選者獎狀 

 

 

頒發入選者獎狀 頒發入選者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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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書出版《創意閱讀開麥~Library Talk：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優良文案》 

本館彙集本次入選文案共 20 件，並請專家撰寫推薦文、分享者撰寫企劃

感想等，讓圖書館員可以透過不同角度閱讀文案，體會一份好文案的誕生過

程。本書分為序言(部長序及館長序)、文案(國立館、直轄市及縣市圖書館入

選文案)二大部分。國立館共 7 件、直轄市共 10 件、縣市圖書館共 3 件，總計

20 件。為使專書能發揮效益，出版後寄贈 22 位提案者及 22 縣市教育(文化)

局(處)圖書館典藏運用，並於本館專網公開取閱。 

 

圖 10：《創意閱讀開麥~Library Talk：公共圖書館閱讀推廣優良文案》專書 

 

四、辦理閱讀黃金十年成果展 

為使國人了解教育部近十年(98-107 年)推動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及營造

書香社會之努力與豐碩成果，奉教育部指示本館與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

訊圖書館共同籌劃，以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展計畫」、「閱讀推廣與館藏

充實計畫」、「閱讀環境與設備升級計畫」及「書香卓越典範計畫」之執行成

果為主題規劃靜態巡迴展，並邀請歷年補助計畫執行成果卓越或具特色之公

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於展場辦理各類型閱讀活動。本次活動共約 550 人

次參與。 

「閱讀黃金十年」於臺灣閱讀節展出本館受教育部委託辦理多元閱讀推

廣計畫相關成果展覽外，亦於攤位規劃與民眾互動活動，推廣民眾閱讀，另

方面宣傳本館服務。為使活動更具深化意義，非僅有攤位互動活動，規劃「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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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閱讀」、「我愛國臺圖˙閱來閱幸福~打卡送好書」及「重拾書寫溫度˙飄送

祝福」三系列活動： 

(一) 專文閱讀 

(1) 第一篇邀請老師撰寫有關如何提升資訊素養文章，以「打擊假新聞，

圖書館員可以做的事」為主題。近來網路流傳許多假新聞，引起眾

人討論「資訊素養」的重要性。圖書館身為資訊提供者，面對網路

時代，資訊傳播的品質及真偽，須具有教導民眾正確判斷資訊的能

力。本專文可供公共圖書館員策劃資訊素養相關活動時之參考。 

(2) 第二篇邀請老師撰寫有關嬰幼兒閱讀專區的布置、氛圍營造等，提

供具體可行的指導方針。文中分述圖書館及家長兩面向，本專文可

提供各縣市公共圖書館參考，如何在現有環境中(或現有閱讀專區)

營造適合家長與寶寶共讀的閱讀環境，更可提供家長學習如何在家

中布置屬於與寶寶的閱讀小書房。 

(二) 「我愛國臺圖˙閱來閱幸福~打卡送好書」 

(1)展示本館活動資訊，主打 12月 2日(星期日)本館「閱讀．悅讀．

越讀--107年臺灣閱讀節」活動資訊，鼓勵民眾參加。為吸引民

眾踴躍參與閱讀盛事，凡 12 月 2 日至本館參加講座者(李偉文

講座)，可現場參與抽獎，送作者簽名好書活動。 

(2)打卡送好書：凡於大安森林公園活動會場，在本館攤位打卡並

標註「我愛國臺圖˙閱來閱幸福」分享給一位朋友，即可參加

好書抽獎活動。 

(三) 「重拾書寫溫度˙飄送祝福」 

現場以空飄氣球布置，並懸掛以「閱讀」相關主題之名言明信片，

民眾可選取喜歡的明信片，寫下祝福語或對朋友、親人想說的話，

投入活動用專屬信箱，會後由圖書館協助寄出，並贈空飄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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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剪影 

活動照片 

 

 

民眾參與本館攤位活動情形 民眾參與本館攤位活動情形 

 

 

寫下明信片，飄送幸福給朋友 寫下明信片，飄送幸福給朋友 

 

 

明信片樣張 本館攤位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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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閱讀黃金十年展 閱讀黃金十年展 

 

 

12 月 2 日，本館邀請李偉文作家演講 會後安排抽作家簽名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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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107 年是各縣市公共圖書館非常忙碌的一年，自 98 年閱讀植根計畫執行

以來，107 年邁入第 10 年，雖然閱讀植根計畫只執行到 105 年，但 106 年及

107 年，在教育部支持下，各縣市公共圖書館仍然在有限的經費下，持續努力

推動閱讀，精進各項業務。而為使推廣經驗能夠傳承，本館特地規劃「創意

閱讀開麥」優良文案徵選活動，集結各縣市地方圖書館的智慧結晶，除了出

版專書之外，更邀集獲選的圖書館夥伴座談分享，使創意的效益擴大，讓更

多館員同道能夠學習，以正向方式鼓勵地方公共圖書館共同為閱讀事業努力。 

另方面，配合臺灣閱讀節「閱讀黃金十年」成果展活動，於大安森林公

園設攤與民眾互動活動，推廣民眾閱讀，另方面宣傳本館服務。為使活動更

具深化意義，非僅有攤位互動活動，規劃「專文閱讀」、「我愛國臺圖˙閱來

閱幸福~打卡送好書」及「重拾書寫溫度˙飄送祝福」三系列活動相關系列活

動，民眾參與情形踴躍，本次活動共約 550 人次參與。 

閱讀是一輩子值得耕耘的事業，期盼教育部能持續支持圖書館發展，在

中央及地方的攜手合作下，讓我國圖書館邁向更精采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