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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現今網路資訊快速流通，幾乎每個人都當低頭族，忙著滑手機，忽略了身邊的美好風景，

對翻開書本閱讀的興趣也愈來愈淡了。因此，本館積極推動閱讀公園，目的就是要創造一個

能讓大眾輕易接觸、開放、輕鬆又有各項豐富資源的閱讀空間，相信在耳濡目染的氛圍中，

能漸漸找回大家對閱讀的興趣。閱讀不該只限於圖書館建築之內，而是能向外延伸，無所不

在！就像我們的 slogan 一樣「閱讀．悅讀．越讀」，要閱讀，然後喜歡上閱讀，讓自己更愛

讀，最後跨越閱讀的藩籬，體會悅讀，就可以感受並沉浸在閱讀帶來的喜悅。 

有鑑於此，本館特規劃 106年閱讀公園「春之饗樂—樂讀公園．走讀臺灣」活動，於 4

月 8日舉辦全日盛大活動，廣邀各類藝文、學術團體、協會和基金會一同共襄盛舉。把豐富

多元的藝文活動及閱讀場域向外延伸至公園，營造以藍天為幕、綠地為席的自然閱讀公園環

境，使民眾有更多機會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親近閱讀，享受開卷的樂趣。 

  

二、活動目的 

(一)延伸閱讀場域：將 823 紀念公園營造成兼具趣味、知性、自由開放的閱讀新場域，

以及大眾分享交流的閱讀平臺。  

(二)重塑閱讀氛圍：以圖書館資源為基礎，結合各界力量，以更豐富多元的閱讀及藝文

活動，使人人皆可輕鬆親近閱讀，重新找回閱讀的樂趣。 

(三)變化社會風氣：建立家家有書香，人人樂閱讀的環境，以書香改善社會之風氣。 

(四)推廣文化體驗：透過影音、閱讀、展演等體驗活動，讓民眾以生活化的方式認識文

化之美。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圖書館 

(三)合辦/協辦單位：東南科技大學、視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聯合線上(udn)、漢珍數位

圖書、財團法人温世仁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何嘉仁文教基金會、

緻圓股份有限公司、咖啡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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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執行 

(一)活動內容(詳如附件 1:活動紀錄單) 

活動名稱  時間 活動地點 

Fun書去旅行－漂書集點趣 09:00–17:00 

勵學廣場

「喜閱臺

灣」漂書小

站旁廣場 

《臺灣番社圖》歷史與地圖工作坊 

開幕式 09:30 1樓簡報室 

導覽：「穿梭三世紀-悠

遊臺灣古地圖展」 
09:50-10:00 

1樓臺灣歷

史走廊 

專題演講：「番」與「社」

─清代臺灣古地圖中的

原住民歷史 

講師：詹素娟教授 

10:15-12:15 
4樓 4045教

室 

專題演講：清代山水畫輿

圖─《臺灣番社圖》解析 

講師：魏德文理事 

13:30-15:30 
4樓 4045教

室 

展覽解說：《臺灣番社圖》

3D視覺動畫展示及 3D VR

虛擬實境體驗 

講師：劉育樹導演 

15:45-16:30 
1樓臺灣歷

史走廊 

「穿梭三世紀-悠遊臺灣古地圖展」VR虛擬實境體驗活動 

展期：4月 7日至 4月 16日 

10:00-11:30 

14:00-15:30 

1樓臺灣歷

史走廊 

笨作文 

講師：林明進老師 
10:00-12:00 B1 演藝廳 

「睛典．享讀」閱讀系列講座 1－「書

的美食記憶之旅」 

名家美食講座 

講師：劉克襄老師 
13:00-14:30 B1樂學室 

公園走讀 

講師：陳月世老師 
14:30-16:00 

櫻花庭廣

場、靜思長

廊及欖仁園

區 

臺灣圖書館之美寫生比賽  13:30–16:30 

本館及周邊 

823紀念公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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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時間 活動地點 

旅遊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講師：褚士瑩老師 
14:50-17:00 B1演藝廳 

閱讀公園電影嘉年華 
星空電影院－ 

「很久沒有敬我了妳」  
18:00-20:00 創意廣場 

聯合書展活動  

展期：4月 7日至 4月 16日 
09:00-21:00 B1文化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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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媒體報導： 

1.新聞稿 

 

【國立臺灣圖書館新聞稿】 

閱讀・悅讀・越讀─ 

106年臺灣閱讀公園「春之饗樂」系列活動 

邂逅愜意迷人的綠地圖書館 

                                                         

發布日期：106年 4月 5日 

                 新聞聯絡人：採訪編目組 臧佩馨小姐 

電話：（02）29266888分機 2113 

E-mail：peggy@mail.ntl.edu.tw 

新聞聯絡人：採訪編目組 周淑惠主任 

電話：（02）29266888分機 2100/0955-567822 

E-mail：csh@mail.ntl.edu.tw 

新聞聯絡人：企劃推廣組 余思慧小姐 

電話：（02）29266888分機 5405/0933-801097 

E-mail：ysh@mail.ntl.edu.tw 

 

 

“Qué bonita te ves ignorando al mundo leyendo”(妳忘了週遭世界而沉浸在閱讀的樣

子，真美!) 四季的圖書館風情，盡在西班牙的這ㄧ句情話中。 

     致力推動全民閱讀的國立臺灣圖書館，繼去年 12月 3日盛大舉辦「105年閱讀節暨臺

灣閱讀公園啟動系列活動」，為臺灣首創之閱讀公園揭開序幕後，今年則規劃四季閱讀主題，

邀請各類藝文、學術團體、協會和基金會共同參與，把豐富多元的藝文活動及閱讀的場域向

外延伸至公園中，營造以藍天為幕、綠地為席的自然閱讀公園環境，使民眾有更多機會在輕

鬆、愉快的氣氛中親近閱讀，享受開卷的樂趣。 

   率先登場的春季閱讀活動即日起開跑，4 月 8 日這天，全館將舉行盛大的室內外活動，

邀請東南科技大學、視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聯合線上(udn)、漢珍數位圖書、溫世仁文教

基金會、何嘉仁文教基金會、緻圓股份有限公司、咖啡熊等單位合作，透過工作坊、講座、

活動及電影等，呈現多變的閱讀風貌。活動首先由「《臺灣番社圖》歷史與地圖工作坊」揭

開序幕，本次與東南科技大學跨界合作，舉辦一系列臺灣學專題講座，邀請詹素娟教授、魏

德文理事、劉育樹導演蒞臨為讀者暢談古今；同時推出時下最新的 3D視覺動態影像及 3D VR

虛擬實境，以《臺灣番社圖》為藍本，使用 MAYA2014 軟體與 NUKE 剪接軟體作為搭配，將

mailto:ysh@mail.nt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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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裡的物件全部忠於原作古圖風貌 3D 數位化，景物躍然紙上，水流人動、船舶搖曳行進栩

栩如生，令參觀者恍若置身三百年前的臺灣，效果震撼且寓教於樂。 

   接著登場的是由教育部「基測國文作文策略與實例」編撰者、建中名師林明進老師帶來

的「笨作文」，以十多年全國國語文競賽各級作文評審經驗，告訴您實用且有益的作文訣竅，

為孩子及其爸媽解開笨作文的迷思。下午緊接著以臺灣自然寫作為闢路要角，舉凡鳥類、生

態等散文涉獵廣泛的劉克襄老師，為愛好自然的朋友帶來「睛典．享讀」閱讀系列講座－「書

的美食記憶之旅」，分享信手拈來的在地自然風物及生活智慧。講座後更貼心服務特殊讀者，

由推廣自然教育陳月世老師為視障者準備專屬的走讀饗宴。同時段，每年行旅數十個國家的

國際 NGO工作者褚士瑩先生，以「旅遊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為題，為讀者分享如何

十年磨一劍，最終看見理想中自己的模樣。在人海中茫茫追尋的輕貧族絕對不要錯過。一連

串的聽覺饗宴如果意猶未盡，歡迎到 B1 文化走廊「聯合書展活動」尋寶，感受樂讀，俯拾

即是。 

    在綠地圖書館不能錯過的戶外活動，從早上九點服務到晚上八點，帶來一系列春日饗

宴。從早上九點起，可至本館一樓流通櫃臺領取集點卡，「Fun 書去旅行－漂書集點趣」漂

書小站將在「勵學廣場」期待您的光臨；下午一點半歡迎學齡前兒童及國中小學生至水源會

館門口報名「臺灣圖書館之美寫生比賽」，熱烈彩繪活動於午後四點半結束，繳交作品者可

獲精美參加獎，各組優選作品另頒發獎狀及獎品；晚上六點享受圖書館為您帶來「閱讀公園

電影嘉年華－星空電影院」，精選放映影片「很久沒有敬我了妳」，歡迎自備野餐墊及美食，

闔家一起於星空下共度美好的晚餐時光。現場提供免費咖啡及野餐墊發送，數量有限，先搶

為快! 

    矗立中和四號公園的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著世界的春夏秋冬、不同領域、不同觀點及

各種主題的相關知識，從圖書館建築之內向外延伸，閱讀其實無所不在，讓我們用閱讀陪伴

您一起翻閱世界。親愛的讀者，邀請您在圖書館的四季，打開一本書，感受著這個世界的萬

千變化。更多 「 106 年臺灣閱讀 公園 」系列活動資 訊， 歡迎至圖書館 網站

(http://www.ntl.edu.tw)及 FB 粉絲頁查詢。 

   在每個閱讀的角落，邂逅那個樂讀的自己，你看見了嗎? 春日，一個不容錯過的享閱季

節，國立臺灣圖書館邀請您 一同共饗˙樂讀。 

 

 (隨附活動主視覺海報及建議放上讀者躺在草地閱讀的照片，另行拍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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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電子及平面媒體(報導內容如附件 3) 

A. 電子媒體報導共 8則 

1 

臺灣圖書館 4 月 8日將舉辦閱讀饗宴

http://eradio.ner.gov.tw/news/?recordId=36764&_sp=detail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03月 30日 

2 

春之饗樂 臺圖閱讀公園活動周六登場

http://eradio.ner.gov.tw/news/?recordId=36898&_sp=detail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04月 05日  

3 

笨作文心法演講 教簡單上手寫作
https://tw.news.yahoo.com/%E7%AC%A8%E4%BD%9C%E6%96%87%E5%BF%83%E6%B3%9

5%E6%BC%94%E8%AC%9B-%E6%95%99%E7%B0%A1%E5%96%AE%E4%B8%8A%E6%89%8B%E5%A

F%AB%E4%BD%9C-072809793.html 

中廣新聞網 04月 07日 

4 

邂逅綠地圖書館 臺灣閱讀公園「春之饗樂」邀民眾共饗，樂讀

http://eradio.ner.gov.tw/news/?recordId=37021&_sp=detail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04月 08日 

5 

國臺圖「春之饗樂」：邂逅愜意迷人的綠地圖書館 

https://reader.udn.com/reader/story/7009/2394292 

 

聯合新聞網 04月 08日 

6 

300年前「台灣蕃社圖」 變成 3D立體影片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030184 

自由時報電子報 04月 08日 

7 

台圖館臺灣番社圖 躍然紙上

https://tw.news.yahoo.com/%E5%8F%B0%E5%9C%96%E9%A4%A8%E8%87%BA%E

7%81%A3%E7%95%AA%E7%A4%BE%E5%9C%96-%E8%BA%8D%E7%84%B6%E7%B4%99%E

4%B8%8A-160000426.html 

台灣新生報 04月 09日   

8 

臺圖古地圖 VR 化 看三百年前先民生活

http://www.mdnkids.com.tw/news/?Serial_NO=102343 

國語日報新聞 04月 09日 

B. 平面媒體報導共 1則：台灣新生報 

 

 

http://eradio.ner.gov.tw/news/?recordId=36764&_sp=detail
http://eradio.ner.gov.tw/news/?recordId=36898&_sp=detail
https://tw.news.yahoo.com/%E7%AC%A8%E4%BD%9C%E6%96%87%E5%BF%83%E6%B3%95%E6%BC%94%E8%AC%9B-%E6%95%99%E7%B0%A1%E5%96%AE%E4%B8%8A%E6%89%8B%E5%AF%AB%E4%BD%9C-072809793.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7%AC%A8%E4%BD%9C%E6%96%87%E5%BF%83%E6%B3%95%E6%BC%94%E8%AC%9B-%E6%95%99%E7%B0%A1%E5%96%AE%E4%B8%8A%E6%89%8B%E5%AF%AB%E4%BD%9C-072809793.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7%AC%A8%E4%BD%9C%E6%96%87%E5%BF%83%E6%B3%95%E6%BC%94%E8%AC%9B-%E6%95%99%E7%B0%A1%E5%96%AE%E4%B8%8A%E6%89%8B%E5%AF%AB%E4%BD%9C-072809793.html
http://eradio.ner.gov.tw/news/?recordId=37021&_sp=detail
https://reader.udn.com/reader/story/7009/2394292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030184
https://tw.news.yahoo.com/%E5%8F%B0%E5%9C%96%E9%A4%A8%E8%87%BA%E7%81%A3%E7%95%AA%E7%A4%BE%E5%9C%96-%E8%BA%8D%E7%84%B6%E7%B4%99%E4%B8%8A-160000426.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8F%B0%E5%9C%96%E9%A4%A8%E8%87%BA%E7%81%A3%E7%95%AA%E7%A4%BE%E5%9C%96-%E8%BA%8D%E7%84%B6%E7%B4%99%E4%B8%8A-160000426.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8F%B0%E5%9C%96%E9%A4%A8%E8%87%BA%E7%81%A3%E7%95%AA%E7%A4%BE%E5%9C%96-%E8%BA%8D%E7%84%B6%E7%B4%99%E4%B8%8A-160000426.html
http://www.mdnkids.com.tw/news/?Serial_NO=102343


 
 

8 

 

(六)活動花絮：  

活動 1：Fun 書去旅行-漂書集點趣  

 
 

銀髮族挑選圖書  愛書人閱覽及挑選喜愛的圖書  

活動 2.3：《臺灣番社圖》歷史與地圖工作坊 /VR 虛擬實境體驗活動  

 
 

悠遊臺灣古地圖展開幕典禮  東南科大林館長解說悠遊臺灣古地

圖展 

活動 4：聯合書展活動 

  

書展現場-1 書展現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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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5：笨作文 

  

林明進老師贈書 講座現場 

活動 6：「睛典．享讀」閱讀系列講座-書的美食之旅與公園走讀 

  

劉克襄老師精采演說 陳月世老師樹下說故事 

活動 7：臺灣圖書館之美寫生比賽 

  

靜思長廊是熱門景點，好多小朋友在

這邊取景 

水源會館周邊也很適合畫畫，旁邊正

好有聯合書展，看書買書真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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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8：旅遊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講師精采演說-1 講師精采演說-2 

活動 9：星空電影院「很久沒有敬我了妳」 

 

 
民眾排隊領取免費咖啡及野餐墊 民眾席地而坐，專心欣賞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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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檢討及建議： 

本年度閱讀公園首登場之春季系列活動，內容包羅萬象，獲得參與民眾熱烈迴響

及正面評價，讓大家渡過非常愉快又充實的一天。整體而言，此次活動安排，不只滿

足讀者獨閱樂(個人參與)及眾閱樂(闔家同歡)的需求、關注身心障礙者閱讀權益，

同時，也成功的將閱讀從圖書館內拓展到戶外，落實閱讀公園的精神，讓民眾深刻

體驗，即使是公園的一棵樹，也能有其背景及歷史，值得細細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