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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第 25 期
本期主題

尋找春天的詩蹤-101年世界書香日系列活動

「尋找春天的詩蹤-101年世界書香日系列活動」緊扣「建立終身學習的書香社會」與「提升
全民閱讀素養」之主軸，期望在洋溢智慧與感性的4月，發揮＂世界書香日＂的精神，塑造全
國民眾一起閱讀詩集、朗誦詩歌之盛況，不僅分享簡潔詩文之情真意切，讓詩歌美學向下紮
根，更能藉由書香日之國際性節慶，引起全球看到臺灣在文化方面的深層底蘊和全民樂讀之
優勢。 備註：感謝國家圖書館授權本電子報轉載
本期所有圖文取自：http://101read.ncl.edu.tw/423/
「詠春．閱讀詩之美」春季講座--「我們走過的詩路」 / 基隆市文化局

訊息看台
世界書香日(World Book day) / 國家圖書館
世界書香日推廣閱讀記者會 / 國家圖書館
詠春、閱讀詩之美巡迴講座和旗艦型講座已於3月16日在各地展開 / 國家圖書館

策略擂臺
福爾摩沙之詩--各地風土民情詩句的串織與拼圖 / 國家圖書館
詩的立體書-讀詩的99種方法 / 國家圖書館
4/23 分享詩情畫意--聯絡簿分享詩之美 / 國家圖書館
尋找，詩的千變萬化－詩集、手稿與古籍展 / 國家圖書館

基隆市閱讀教育推動動態
基隆市100學年度閱讀100數位圖書館線上閱讀認證中文圖書書目1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基隆市100學年度閱讀100數位圖書館線上閱讀認證中文圖書書目2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基隆市100學年度閱讀100數位圖書館線上閱讀認證中文圖書書目3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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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詠春．閱讀詩之美」春季講座--「我們走過的詩路」
基隆市文化局

主辦單位：國家圖書館、趨勢教育基金會
合辦單位：基隆市政府、基隆市文化局
日 期：4/28(週六)

時 間：14:30-16:30
地 點：第一會議室
主 軸：以音樂表演 + 主持人 + 詩人1-2位共同與談。
主持人：王文華
詩 人：羅智成、陳義芝
報名地點：基隆市信一路181號三樓文化局圖書資訊科
報名電話：24224170#275 報名 吳淑芳小姐
傳真電話：24271099
報名簡章：逕上網
http://www.klccab.gov.tw/upload_pic/_link/13339582984f82969a3140b.doc 下載
*報名前30位者贈送本局出版品（報名時請確認編號）
*公教人員參加學員，登錄研習數2小時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序號：1062774
~歡迎對文學創作、欣賞、閱讀有興趣的市民朋友一起來詠春~

一、計畫緣起

現今進入21世紀的知識經濟時代，閱讀的重要更加突顯，閱讀力提升國家競爭力之說也都普遍獲得共識。
閱讀不僅是心靈的饗宴，也是終身學習的最佳手段，臺灣社會目前面臨的少子化、高齡化、新移民、弱勢民眾、城
鄉差距等問題，若能從閱讀風氣的倡導入手，定能廣收潛移默化逐步提升之效。
自從1995年UNESCO宣佈以4月23日作為”世界讀書日”以來，參與的國家和地區已經超過100個，世界各國投入閱讀
教育和閱讀推廣活動更是不遺餘力，例如美國的America reads challenge(1996年)、Reading First(2001年)，英國的Build a
Nation of Readers(1998年)以及日本的「兒童閱讀年」、加拿大的Raise a Reader計畫等，不勝枚舉。
因為閱讀力需要經過培養，閱讀風氣之推動更需要整合政府和民間的力量，讓社會大眾都能體認閱讀的重要，並
享受閱讀的樂趣。所以近年來教育部亦積極領導各地圖書館、學校、社區等各種機構，帶動起閱讀的熱潮，型塑社區閱
讀風氣。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有鑑於閱讀對於提昇全民素養的重要，長久以來配合教育部之政策，致力於閱讀活動的
推廣。本館曾館長更認為：推廣全民閱讀，本館應在教育部的指導下，責無旁貸的號召各級政府機構、各類型圖書館與
民間資源共同為提升閱讀風氣而努力。
去年本館承蒙教育部指導的兩項主要推廣閱讀活動：「文學不老‧愛荷華－現代中文小說月」系列及「民國一百．
讀享『經』彩－發現古人生活美學」系列，皆非常成功地結合了全國各地上百所合辦單位的響應，包括：政府單位、公
共圖書館、高中職校圖書館大專校院圖書館、民間團體等，因此在各地撒下了熱愛閱讀的種子，閱讀的風潮方興未艾。
展望101年，萬象更新，教育部將繼續指導本館，再度激發全民的閱讀興趣，引領國民探索知識的豐富與美好。
本計畫將配合國家圖書館之「詠春-閱讀詩之美」系列講座，與趨勢教育基金會合作邀請知名詩人舉辦旗艦型講座5
場，另將邀請全臺各級圖書館及文教單位舉辦巡迴講座約50場。
「旗艦型講座」以「詠春-以音樂佐詩」為主軸，安排音樂表演，並邀請名主持人及知名詩人1-2位親赴各單位進行
對談，內容將涵蓋詩的講演、朗讀與音樂表演，所需演講費及交通費由國家圖書館及趨勢教育基金會負擔。

二、計畫目的
本計畫的主要目的如下：
(一) 鼓勵全民終身學習，培育國民基本文化素養。
(二) 認識現代詩作品，提升文學素養及品味。
(三) 集合各類型圖書館力量，整體形塑社會經典閱讀之氛圍，提升全民欣賞文學作品之興趣。
(四) 帶動各級社區民眾和學校學生培養閱讀興趣，期使全民藉由參與閱讀活動，養成深度閱讀之能力。

三、計畫時間

101年4月1日至5月31日，活動期間擇一日舉辦。

四、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國家圖書館

合辦單位：趨勢教育基金會
旗艦場單位(5個)

五、辦理方式
(一)活動名稱：「詠春．以音樂佐詩」
(二)主軸：以音樂表演 + 主持人 + 詩人1-2位共同與談。
(三)主持人：王文華(暫定)
詩人：羅智成、鯨向海、伊格言、駱以軍、楊佳嫻(暫定，每場邀請1-2位)
音樂演出：殷正洋or 殷正洋 + 李文媛。
(四)費用支出：由國家圖書館及趨勢基金會負擔。
(五)場地、宣傳報名、主持表演講座等人員當地接送、觀眾動員：由各旗艦合辦單位負責。
(六)場地佈置：由各旗艦合辦單位先行提供場地的規格(場地大小尺寸、舞台、桌椅、音響設備、麥克風、投影機、電
腦等)，並提供照片數張，俾便先行設計。
(七)各場次安排時間：
單位名稱
地區
舉辦日期
場地/備註
高雄市公務人力發展 南部
350-400人
4/18(週三)
中心
14:30-16:30
中興大學圖書館
中部
4/25(週三)
6樓會議廳(150人)
14:30-16:30
基隆市文化局

北部

東華大學圖書館

東部

苗栗縣政府教育處/
苗栗縣立圖書館

北部

4/28(週六)
14:30-16:30
5/2(週三) 14:3016:30
5/16(週三)
14:30-16:30

第一會議室(200人)

2
月
中
旬

3
月

六、辦理時程
各項工作辦理期程一覽表
月份
工作項目

2
月
上
旬

2
月
下
旬

學生活動中心演講廳
(300-400人)
苗栗縣政府第二辦公大
樓5F國際會議廳(可容納
190人)

4
月

5
月

6
月

1.研訂企畫
2.確認合作單位名單
3.邀請巡迴講座之詩人人選
4.實施行銷宣傳(合辦單位)
5.辦理活動(合辦單位)
6.辦理經費結報事宜

七、預期效益

本計畫結合全國各地文教機構，共同宣導中外詩歌及臺灣文學作品之價值，進而培養全民閱讀經典之興趣，使讀者能在潛
移默化中受到薰陶，提升閱讀素養。是故，本計畫將可達成以下之效益：
(一)經由點線面多元活動，邀集全國各地民眾領略閱讀詩歌及文學作品之美。
(二)增進民眾讀詩、賞詩的興趣，怡情養性。
(三)提升全國圖書館既文教單位的知識服務力，增進社會教育對全民之影響力。
點閱:485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2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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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看台

世界書香日(World Book day)
國家圖書館

199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宣佈4月23日為”世界書香日(World Book day)”，希望藉由全世界對此節日的
慶祝，關注於閱讀、出版及智慧權益的發展，因此讓組織籲請各國的教育主管單位、各級教育機構、圖書館、出
版社及其他非營利組織提倡閱讀活動，藉以喚起世人重拾閱讀的興趣及對著作版權的重視，從此，4月23日成為
全球愛書人的節日。

199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宣佈4月23日為”世界書香日(World Book day)”，希望藉由全世界對此節
日的慶祝，關注於閱讀、出版及智慧權益的發展，因此讓組織籲請各國的教育主管單位、各級教育機構、圖書
館、出版社及其他非營利組織提倡閱讀活動，藉以喚起世人重拾閱讀的興趣及對著作版權的重視，從此，4月23
日成為全球愛書人的節日。
本系列活動即是緊扣「建立終身學習的書香社會」與「提升全民閱讀素養」之主軸，期望在洋溢智慧與感性
的4月，發揮＂世界書香日＂的精神，塑造全國民眾一起閱讀詩集、朗誦詩歌之盛況，不僅分享簡潔詩文之情真
意切，讓詩歌美學向下紮根，更能藉由書香日之國際性節慶，引起全球看到臺灣在文化方面的深層底蘊和全民樂
讀之優勢。

日期

時間

4/14-5/5

活動型態

活動名稱

地點

展覽

尋找詩的千變萬化

國家圖書館文教區
1樓 展覽廳

4/17

10：00-

記者會

尋找春天的詩蹤-世界書香日系列活動
啟動記者會

教育部本部
5樓大禮堂

4/21

下午場14：00
星光場19：00

表演

讀詩的99種可能-多媒體展演

國家圖書館文教區
地下1樓演講廳

4/23

簡訊活動

手機傳詩情

4/23

學校家庭
互動

聯絡簿分享詩之美

4/23-6/10

線上活動

尋找福爾摩沙之詩

各縣市文化局及
線上活動

點閱:489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25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世界書香日推廣閱讀記者會 / 國家圖書館
詠春、閱讀詩之美巡迴講座和旗艦型講座已於3月16日在各地展開 / 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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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書香日推廣閱讀記者會
國家圖書館

本館將於101年4月17日（二）舉辦「世界書香日推廣閱讀記者會」活動，說明全國圖書館慶祝
書香日之活動內容，以及「福爾摩沙之詩」結合各縣市圖書館的舉辦方式，呈現我國蓬勃發展的多
元閱讀風氣。
時間： 4月17日(二)上午10時
地點： 教育部本部五樓大禮堂（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程序概述： 1. 邀請詩人或學生朗讀詩句，營造出讀詩的真摯共鳴和藝術魅力。
2. 簡介書香日系列活動。
3. 敬邀教育部長官以簡訊傳送一首詩問候其老師或某位親朋好友，鼓勵全
臺民眾一起來讀詩。
4. 宣布福爾摩沙之詩活動的內容，宣傳行銷教育部帶領全國公共圖書館推
動書香日活動，鼓勵全民讀詩與其他形式的文學作品。
點閱:404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25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世界書香日(World Book day) / 國家圖書館
詠春、閱讀詩之美巡迴講座和旗艦型講座已於3月16日在各地展開 / 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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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春、閱讀詩之美巡迴講座和旗艦型講座已於3月16日在各地展開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趨勢教育基金會和各地圖書館邀請以現代詩為主的中生代或新生代詩人作家參加本次巡迴
講座活動，舉辦40場以上的演講，帶領全民與學生欣賞詩歌的美感與深度；同時我們也在全臺的北中南東等4
個地區舉辦5場詩人對談之旗艦型講座活動，使全民感受到詩的多元面向，激發大家對閱讀詩集作品之興趣，
學習詩句意簡言賅之呈現方式。目前全國已有31所大學、高中和公共圖書館共同參與，包括中正大學圖書
館、中興大學圖書館、永春高中、西松高中、宜蘭大學圖書資訊館、宜蘭縣立南澳高中、明倫高中、東華大
學、松山工農、花蓮縣文化局、花蓮高農、南投縣文化局、苗栗縣文化局、師大附中、馬偕醫學院、高雄市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高雄市立圖書館、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高雄醫學大學圖書館、國立三重高中、基
隆市文化局、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新北市立圖書館、嘉義市政府文化局、暨大附中、臺北市立圖書館、
臺東大學、臺南市立圖書館、臺南市長榮中學、臺灣海洋大學圖書館暨資訊處和麗山高中。
參加北中南東等4個地區舉辦5場詩人對談之旗艦型講座來賓：

舉辦單位與地點

舉辦日期

主持人 與談詩人

高雄市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楊照

駱以軍
楊佳嫻

4/18(週三) 14:30-16:30

中興大學圖書館

王文華

駱以軍
伊格言

4/25(週三)14:30-16:30

基隆市文化局

王文華

陳義芝
羅智成

4/28(週六)14:30-16:30

東華大學圖書館

楊照

陳克華
羅智成

5/2(週三)14:30-16:30

苗栗縣政府教育處/
苗栗縣立圖書館

楊照

陳克華
楊佳嫻

5/16(週三)14:30-16:30

參加巡迴講座之詩人作家有10位，分別是

作家

簡介

（Yang Chia-Hsien，1978年6月15日－），台灣高雄人，台灣作家、詩人，
散文家，青年評論家。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學士，國立台灣大學中文所碩士，國
立台灣大學中文所博士，現為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自承受魯迅、
張愛玲、楊牧等前輩作家影響。其詩作被評論家唐捐認為是古典與尖新的結合。
為《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貳）詩卷》（九歌）選入的最年輕詩人，《台灣文學三
十年菁英選：新詩三十家》（九歌）中最年輕的入選者，與鯨向海同為網路世代
的指標性詩人。
伊格言
（Egoyan Zheng，1977年11月6日－），本名鄭千慈。筆名來自知名加拿大
籍導演艾騰·伊格言。伊格言為當代重要新世代小說家之一。2011出版詩集《你
是穿入我瞳孔的光》（逗點文創結社出版）。獲獎、入圍紀錄包括聯合文學小說
新人獎、短篇小說推薦獎、英仕曼亞洲文學獎（亞洲版布克獎）longlist入圍。與
中國作家莫言、姜戎、日本芥川賞作家金原睛、英國柑橘獎入圍作家郭小櫓等共
獲。2007年獲選為中央社2008台灣十大潛力人物。2008年，《甕中人》獲歐康納
國際短篇小說獎longlist入圍。與愛爾蘭小說家安萊特（《聚會》獲2007年曼布克
獎）、美國作家暨普立茲獎得主拉希莉，以及1993年布克獎得主道爾等共獲。
楊佳嫻

瓦歷斯‧
瓦歷斯‧諾幹是台灣原住民族中的泰雅族人，漢名叫做吳俊傑，1961年出生
諾幹 於台中縣和平鄉自由村雙崎社區，畢業於台中師專。目前在童年的母校─自由國
小擔任教師，並兼任靜宜大學和成大台文所的講師。1996年，瓦歷斯‧諾幹以作
品〈伊能在踏查〉獲得「時報文學獎」新詩類評審獎。次年出版《戴墨鏡的飛
鼠》散文集，在1990年代的10年之間，瓦歷斯‧諾幹的詩、散文和小說幾乎獲得
台灣所有的重要文學獎，並受到一致的好評，是台灣中年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他重要的散文著作有《戴墨鏡的飛鼠》、《番人之眼》、《山是一所學校》等。
吳岱穎
1976年生，臺灣省花蓮縣人，師大國文系畢業。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新詩首
獎、時報文學獎新詩首獎、國軍文藝金像獎小說首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散文首
獎，及花蓮文學獎、後山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等。曾獲全國語文競賽中學教
師組作文第一名、朗讀第一名。著有個人詩集《冬之光》、《明朗》，與凌性傑
合著散文《找一個解釋》、《更好的生活》。現任教於臺北市立建國高中。
凌性傑
生於高雄市。天蠍座。師大國文系、中正中文所碩士班畢業，東華中文所博
士班肄業。曾獲臺灣文學獎、教育部文藝獎、林榮三文學獎、中國時報文學獎、
中央日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相信所有美好的事物，熱愛詩意的生活。現任
教於臺北市立建國中學，著有《有信仰的人》、《有故事的人》、《愛抵達》、
《2008╱凌性傑》、《燦爛時光》等書。個人部落格：blog.yam.com/lschjet
羅毓嘉
1985年生，宜蘭人。建國中學紅樓詩社出身，政治大學新聞系畢，臺灣大學
新聞研究所碩士。曾獲中國時報人間新人獎，台北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政
大道南文學獎與台大文學獎等；《INK文學生活誌》譽為「最被期待的年度新
人」。著有現代詩集《青春期》(2004)，《嬰兒宇宙》(2010,寶瓶)；散文集《樂
園輿圖》(2011,寶瓶)。作品散見於人間副刊、聯合報副刊、明道文藝等刊物，並
曾選入《98年散文選》、《2009臺灣詩選》、《七年級新詩金典》等選本。未來
去向稍微明朗但尚未確定。
林達陽
1982年生。高雄中學畢業，輔仁大學法律學士，國立東華大學藝術碩士。
曾獲聯合報文學獎、時報文學獎、自由時報林榮三文學獎、香港青年文學
獎、台北文學獎、台大、政大、東華、輔大等校文學獎項。大英盃排球賽亞軍。
出版詩集《虛構的海》、《誤點的紙飛機》，散文集《慢情書》。
廖之韻
作家、詩人、肚皮舞孃。領有臺大公共衛生學系與心理學系畢業證書、「婦
女與性別研究」學程證書，以及肚皮舞丙級教練證照。曾任出版社與雜誌主編、
聯合報副刊繽紛版專欄作家，目前專事創作、跳肚皮舞；得過一些文學獎，作品
曾收錄在年度臺灣詩選、散文選，並被翻譯為英文、韓文發表。著有《持續初戀
直到水星逆轉》、《快樂，自信，做妖精》、《我吃了一座城》、《以美人之
名》。
林德俊
政治大學社會學碩士，曾獲優秀青年詩人獎、帝門藝評獎、乾坤詩獎首獎
等，入選《年度詩選》（爾雅發行）多次及其他各式選集十餘部。有一個網路分
身「兔牙小熊」，個人新聞台：兔牙小熊詩磨坊。
編有《乾坤詩刊》、台灣第一本e世代情詩選《愛情五味》（白蘭地書
房）、《詩路2001年網路詩選》（與須文蔚合編，河童）、《保險箱裡的星星
——新世紀青年詩人十家》（爾雅）。撰有國家文藝基金會獎助論文《台灣網路
詩社區的結構模式初探》。為多家報刊專欄作家。
陳依文
台灣嘉義人，1983年生於嘉義市。畢業於嘉義女中，台大中文系，台大台文
所碩士班。
陳依文原本是台灣大學電機系的高材生，卻因著一顆熱愛文學的心，轉入中
文系，畢業於台灣文學研究所，現任教於東吳中文系。走著一條和別人不同、甚
至可說是相反的路，陳依文不見猶豫悔恨，只覺愈走愈是接近自己的本性。《像
蛹忍住蝶》這本詩集，是她對自我人生第一次正式成立的整理回顧。詩集中多是
○六至一○年的作品，這幾年，也是她在情感意志、生活意義的探索中，領悟最
豐、轉化最劇的一程。
點閱: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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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沙之詩--各地風土民情詩句的串織與拼圖
國家圖書館

1.推薦之詩句敬請詳實填寫「福爾摩沙之詩」推薦詩作活動的各欄位
2.每推薦一首詩經查核通過者，就有一次抽獎機會
3.符合抽獎資格者將於6月23日前以電子郵件進行通知
4.每首推薦之詩作建議與臺灣各地（如城市、鄉鎮、社區或校園…等）風土民情相關
5.每人限領一份獎品。
6.通訊資料一經登錄即無法修改，請仔細填寫，若因資料不實或不全導致無法通知得獎人或無法核對
得獎人身分，將視同放棄得獎資格。
7.主辦單位 將以 E-mail通知中獎者領獎日期、方式與相關須知，逾期未兌領，即視為放棄該得獎權
利。
8.贈品規格以實物為主，得獎者不得要求將贈品讓與他人，也不得要求變換或折換現金。
9.參與者所登錄之資料同意主辦單位得於本次活動所需之業務範圍內依法使用。
10.如有任何因為電腦、網路、電話、技術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而使參加本活動者，所寄
出或登錄之資料有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之情況，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參與本活動
者或得獎人亦不得因此異議。
11.主辦單位有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及獎品權利。
12.得獎者將以e-mail通知，未於抽獎公告後20日內回覆郵件者（另行公告回覆期限）視同放棄得獎。
13.若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主辦單位相關規定或解釋。
點閱: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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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的立體書-讀詩的99種方法
國家圖書館

春季來臨，柔暖芳菲徐徐，國家圖書館為2012年的世界書香日暖身，特別與趨勢
教育基金會合辦「詩的立體書-讀詩的99種方法」多媒體展演活動，本活動將於
101年4月21日舉辦下午場及星光場兩場展演，這是一場融合文字、影像、音樂與
舞蹈的詩歌宴饗，以多媒體形式呈現，透過劇場型態的展演，引領觀者突破文字
想像的邊境，體驗詩的無限可能。我們將邀請殷正洋、王心心、王文華、韓良
露、葉樹姍、王雁盟、吳志寧、王孟超、蕭正偉、陳孝齊、侯勇光、羅珊珊、愛
蘇菲部落、艾朵拉(Ardore)舞團等藝文人士為您演繹前輩詩人如：周夢蝶、余光
中、洛夫、鄭愁予、白萩、楊牧的詩作。
我們也將邀請詩人白靈、陳義芝、向陽、陳育虹、廖咸浩、陳克華、吳岱穎、廖
之韻、林德俊等人現身說法，為您呈現他們的詩之美學……歡迎您踴躍報名，讓
春天的氣息伴隨著詩與多媒體，隨著詩人的演繹與您度過美好的週末春日假期。
(本活動舉辦下午場及星光場，兩場節目相同，請擇一報名)

報名網址：
下午場：4/21（六）14時-16時（13時30分開放入場，敬請準時入席）
星光場：4/21（六）19時-21時（18時30分開放入場，敬請準時入席）
舉辦地點：國家圖書館文教區地下1樓演講廳
（臺北市中山南路20號，捷運中正紀念堂站6號出口）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家圖書館、趨勢教育基金會
策
展：羅智成
音
樂：李欣芸
展演顧問：王孟超
影像導演：徐東翔
點閱: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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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分享詩情畫意--聯絡簿分享詩之美

國家圖書館
本文摘要
老師在班上朗誦一首詩，與同學分享
在聯絡簿寫一首詩，回家和爸媽分享

（本活動連結至中華電信網頁，傳送簡訊活動時間為4/21-4/23）

春天問候詩：
1.春日憶李白 唐‧杜甫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
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
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
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2.曉步 民國‧王國維
興來隨意步南阡，夾道垂楊相帶妍。 萬木沉酣新雨後，百昌蘇醒曉風前。
四時可愛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 我與野鷗申後約，不辭旦旦冒寒煙。
3.寒食 唐‧韓翃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
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
4. 花非花 唐‧白居易
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
來如春夢無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
5.西江月 宋‧張孝祥
問訊湖邊春色，重來又是三年；東風吹我過湖船，楊柳絲絲拂面。世路如今已慣 此心到處悠然；寒
光亭下水連天，飛起沙鷗一片。
6. 寄李儋元錫 唐‧韋應物

去年花裡逢君別，今日花開又一年。
世事茫茫難自料，春愁黯黯獨成眠。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
聞道欲來相問訊，西樓望月幾回圓。
7. 好事近 宋‧秦觀
春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
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
飛雲當面舞龍蛇，夭矯轉空碧。
醉臥古藤蔭下，了不知南北。
8. 臨江仙· 宋‧蘇軾
一別都門三改火，天涯踏盡紅塵。
依然一笑作春溫。
無波真古井，有節是秋筠。
惆悵孤帆連夜發，送行淡月微雲。
尊前不用翠眉顰。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9. 南柯子 宋‧仲殊
十里青山遠，潮平路帶沙。
數聲啼鳥怨年華，又是淒涼時候在天涯。
白露收殘月，清風散曉霞。
綠楊堤畔問荷花：記得年時沽酒那人家？
10. 水調歌頭 宋‧黃庭堅
瑤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
溪上桃花無數，枝上有黃鸝。
我欲穿花尋路，直入白雲深處，浩氣展虹霓。
只恐花深裡，紅露濕人衣。
坐玉石，倚玉枕，拂金徽。
謫仙何處，無人伴我白螺杯。
我為靈芝仙草，不為朱唇丹臉，長嘯亦何為？
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歸。
11. 清平樂 宋‧黃庭堅
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
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
春無蹤跡誰知？除非問取黃鸝。
百囀無人能解，因風飛過薔薇。
12. 驀山溪 宋‧黃庭堅
鴛鴦翡翠，小小思珍偶。眉黛斂秋波，盡湖南、山明水秀。娉娉嫋嫋，恰近十三餘，春未透。花枝
瘦。正是愁時候。
尋花載酒。肯落誰人後。只恐遠歸來，綠成陰、青梅如豆。心期得處，每自不由人，長亭柳。君知
否。千里猶回首。
13. 減字木蘭花 宋‧黃庭堅
襄王夢裏。草綠煙深何處是。宋玉台頭。暮雨朝雲幾許愁。
飛花漫漫。不管羈人腸欲斷。春水茫茫。欲度南陵更斷腸。
14. 木蘭花令 宋‧黃庭堅
新年何許春光漏。小院閉門風日透。酥花入坐頗欺梅，雪絮因風全是柳。
使君落筆春詞就。應喚歌檀催舞袖。得開眉處且開眉，人世可能金石壽。
15. 驀山溪 宋‧黃庭堅
稠花亂葉，到處撩人醉。林下有孤芳，不匆匆、成蹊桃李。今年風雨，莫送斷腸紅，斜枝倚。風塵
裏。不帶塵風氣。
微嗔又喜。約略知春味。江上一帆愁，夢猶尋、歌梁舞地。如今對酒，不似那回時，書謾寫，夢來
空，只有相思是。
16. 自君之出矣 南朝‧顏師伯
自君之出矣，芳帷低不舉。思君如回雪，流亂無端緒。
17. 山坡羊 元‧陳草庵

晨雞初叫，昏鴉爭噪，哪個不去紅塵鬧。路遙遙，水迢迢。功名盡在長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
山，依舊好；人，憔悴了。
18. 曲江 唐‧杜甫
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
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麒麟。
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19. 宴城東莊 唐。宋之問
一年又過一年春，
百歲曾無百歲人；
能向花間幾回醉？
十千沽酒莫辭貧！
20. 青玉案 宋‧歐陽修
一年春事都來幾？早過了三之二。
綠暗紅嫣渾可事，綠楊庭院，暖風簾幕，有箇人憔悴。
買花載酒長安市，又爭似家山見桃李？
不枉東風吹客淚，相思難表，夢魂無據，惟有歸來是。
21.引丁冠詩 清‧趙翼
一葉浮萍歸大海，人生何處不相逢？
22. 賀聖朝 宋‧葉清臣
滿斟綠醑留君住。莫匆匆歸去。
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風雨。
花開花謝、都來幾許。且高歌休訴。
不知來歲牡丹時，再相逢何處。
23. 八六子 宋‧秦觀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
念柳外青驄別後，水邊紅袂分時，愴然暗驚。
無端天與娉婷，夜月一簾幽夢，春風十裏柔情。
怎奈向歡娛，漸隨流水，素弦聲斷，翠綃香減。
那堪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
24. 清平樂 五代‧李煜
別來春半，獨自愁腸斷。
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
雁來音信無憑，路遙歸夢難成。
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25. 玉樓春 宋‧歐陽修
殘春一夜狂風雨，斷送紅飛花落樹。
人心花意待留春，春色無情容易去。
高樓把酒愁獨語，借問春歸何處所？
暮雲空闊不知音，惟有綠楊芳草路。
26. 絕句漫興 唐‧杜甫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
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
27. 子夜歌 五代‧李煜
尋春須是先春早，看花莫待花枝老。
縹色玉柔擎，醅浮盞面清。
何妨頻笑粲，禁苑春歸晚。
同醉與閒平，詩隨羯鼓成。
28. 蝶戀花 民國‧王國維
閱盡天涯離別苦，不道歸來，零落花如許；
花底相看無一語，綠窗春與天俱暮。
待把相思燈下訴，一縷新歡，舊恨千千縷；
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
29. 思念 民國‧王燕生
思念是一種病，

一種會傳染的病，隔山隔水也傳染。
裝進信封，打開信封，
都有濃濃的藥味。
30. 遠和近 民國‧顧城
你，
一會看我，
一會看雲。
我覺得，
你看我時很遠，
你看雲時很近。
31. 不是再見 民國‧顧城
我們告別了兩年
告別的結果
總要相見
今夜，你真的要走了
真的走了，不是再見
還需要什麼？
手涼涼的，沒有手帕
是信麼？信
在那個紙疊的世界裡
有一座我們的花園
我們在花園遊玩
在乾淨的台階上畫著圖案
我們和圖案一起跳舞
跳著，忘記了天是黑的
巨大的火星正在緩緩旋轉
現在，還是讓火焰讀完吧
它明亮地微笑著
多麼溫暖
我多想你再看我一下
然而沒有，烟在飄散
你走吧，愛還沒有燒完
路還可以看見
走吧，越走越遠
當一切在蟲鳴中消失
你就會看見黎明的柵欄
請打開那柵欄的門扇
靜靜地站著，站著
像花朵那樣安眠
你將在靜默中得到太陽
得到太陽，這就是我的祝願。
32. 鷓鴣天 宋‧晏幾道
醉拍春衫惜舊香，天將離恨惱疏狂。
年年陌上生秋草，日日樓中到夕陽。
雲渺渺，水茫茫。征人歸路許多長。
相思本是無憑語，莫向花箋費淚行！
33. 楚天遙過清江引·送君詞 元‧薛昂夫
有意送春歸，無計留春住
明年又著來，何似休歸去？
桃花也解愁，點點飄紅玉。
目斷楚天遙，不見春歸路。
春若有情春更苦，暗裏韶光度。
夕陽山外山，春水渡傍渡。不知那兒春住處。
34. 楚天遙過清江引·送君詞 元‧薛昂夫
花開人正歡，花落春如醉，

春醉有時醒，人老歡難會。
一江春水流，萬點楊花墜，
誰道是楊花，點點離人淚。
回首有情風萬里，渺渺天無際。
愁共海潮來，潮去愁難退；更那堪晚來風又急。
35. 楚天遙過清江引·送君詞 元‧薛昂夫
屈指數春來，彈指驚春去，
蛛絲網落花，也要留春住，
幾日喜春晴，幾日愁春雨，
六曲小山屏，題滿傷春句。
春若有情應解語，問著無憑據。
江東日暮雲，渭北春天樹，不知那兒春住處。
36. 郊行即事 宋‧程顥
芳原綠野恣行時，春入遙山碧四圍。
興逐亂紅穿柳巷，困臨流水坐苔磯。
莫辭盞酒十分勸，隻恐風花一片飛。
況是清明好天氣，不妨遊衍莫忘歸。
37. 浣溪沙 宋‧晏殊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閒離別易銷魂。
酒筵歌席莫辭頻。
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
不如憐取眼前人。
38. 出山道中作 宋‧朱熹
川原紅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
書冊埋頭無了日，不如拋卻去尋春。
39. 春日 宋‧朱熹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
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40. 蝶戀花 宋‧朱淑真
樓外垂楊千萬縷，欲繫青春，少住春還去。
猶自風前飄柳絮，隨春且看歸何處。
綠滿山川聞杜宇。便做無情，莫也愁人苦。
把酒送春春不語，黃昏卻下瀟瀟雨。
點閱:437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25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福爾摩沙之詩--各地風土民情詩句的串織與拼圖 / 國家圖書館
詩的立體書-讀詩的99種方法 / 國家圖書館
尋找，詩的千變萬化－詩集、手稿與古籍展 / 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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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尋找，詩的千變萬化－詩集、手稿與古籍展
國家圖書館

時間：

4月14日至5月5日

地點：

國家圖書館文教區展覽廳

內容：

展出本館特藏之古代詩作，以及本館、各地出版社和藏書家在民初以後的新
詩作品、詩人手稿以及各種精心設計的詩集。

中國詩歌從《詩經》、《楚辭》的民間傳唱歌謠，到民初新文學運動
打破舊詩格律韻腳上的嚴謹規範，及至21世紀透過網路傳佈的數位
詩，詩的體裁、形式與風格，隨著時代的遞嬗而變化萬千。為了引領
民眾尋找「詩」的千變萬化，感受詩的奧妙與浪漫，特精選館藏詩集
規劃此一展覽。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就從《詩經》的吟誦開始，跟
著詩人放慢腳步，循著詩的變化軌跡，一同尋覓「詩」蹤，細細品味
及欣賞「詩之美」。

曲水流觴 ~ 雅頌各歌思無邪
從古代王官採詩以觀民情，到文人雅士、才子佳人吟詠唱和，詩歌都
與人們生活結合在一起。它們明明來自人們心中最幽深的角落，卻以
最簡潔的形式，呈現在世人面前。有時是吉光片羽，卻濃縮無限的文
化與思緒；有時是斷簡殘篇，卻包含了無盡的意在言外。「詩者，志
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蘇
軾、王安石、黃庭堅……，在歷史長河裡，不單只是一個人名，更代
表了整個文化的深度與意境。
本次展覽國家圖書館精選自先秦到晚清計三十五部代表性詩作珍籍原
件，以朝代為經，以流變為緯，邀您重溫兒時琅琅上口的詩句，也重
新認識圍繞在時代記憶中的那個聲音。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
之，曰：『思無邪』。」

從1917年胡適開啟新詩創作風氣開始，以時為序，就1917-1949現代詩
先驅、日治時期臺灣詩人、195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1980年
代、1990年代迄今，分別展出該年代出版之代表詩集及館藏詩人手
稿，呈現不同年代詩集的風格與出版樣貌。

現代詩的多變風貌，不僅各自呈現詩人想要表達的創作思維，同時詩
集的編排、設計與出版，也在在顯露詩人的巧思與創意。而詩意的表
達除了以文字呈現，也多了視覺與聽覺的運用，甚至以數位科技將詩
搬上了網際網路。接下來到底「詩」還會怎麼變，又會創造出怎樣的
新風景，讓人驚艷?!

點閱:314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25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福爾摩沙之詩--各地風土民情詩句的串織與拼圖 / 國家圖書館
詩的立體書-讀詩的99種方法 / 國家圖書館
4/23 分享詩情畫意--聯絡簿分享詩之美 / 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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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100學年度閱讀100數位圖書館線上閱讀認證中文圖書書目1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序號
中01
中02
中03
中04
中06
中07
中08
中09
中10
中11
中13
中19
中01
中02
中03
中04
中05
中06
中07
中08
中09
中10
中11
中13
中01
中02
中03
中04
中05
中06
中07
中08
中09
中10
中11
中13

書名
沒被抓到也算作弊嗎？：學校沒有教的33則品格練習題
向日葵森林
一百個櫥櫃
你，有什麼夢想
帶著老師一起蹺課
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
這些人，那些事
告訴世界我是誰：倒立先生黃明正的夢想拼圖
圖說世界歷史：輕輕鬆鬆3小時掌握古今歷史脈動
酷馬
青春第二課
人生不設限：我那好得不像話的生命體驗
沒被抓到也算作弊嗎？：學校沒有教的33則品格練習題
向日葵森林
一百個櫥櫃
你，有什麼夢想
我的校外教學：非洲篇
帶著老師一起蹺課
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
這些人，那些事
告訴世界我是誰：倒立先生黃明正的夢想拼圖
圖說世界歷史：輕輕鬆鬆3小時掌握古今歷史脈動
酷馬
青春第二課
沒被抓到也算作弊嗎？：學校沒有教的33則品格練習題
向日葵森林
一百個櫥櫃
你，有什麼夢想
我的校外教學：非洲篇
帶著老師一起蹺課
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
這些人，那些事
告訴世界我是誰：倒立先生黃明正的夢想拼圖
圖說世界歷史：輕輕鬆鬆3小時掌握古今歷史脈動
酷馬
青春第二課

作者
布魯斯．韋恩斯坦
桃莉．海頓
N.D.威爾森
丘秀芷主編
作者：高科正信/繪者：油野誠一
芭芭拉．德米克
吳念真
黃明正
鶴間和幸/監修
王小棣、黃黎明、莊慧秋
王溢嘉
力克．胡哲
布魯斯．韋恩斯坦
桃莉．海頓
N.D.威爾森
丘秀芷主編
瑪麗-德雷沙．席斯
作者：高科正信/繪者：油野誠一
芭芭拉．德米克
吳念真
黃明正
鶴間和幸/監修
王小棣、黃黎明、莊慧秋
王溢嘉
布魯斯．韋恩斯坦
桃莉．海頓
N.D.威爾森
丘秀芷主編
瑪麗-德雷沙．席斯
作者：高科正信/繪者：油野誠一
芭芭拉．德米克
吳念真
黃明正
鶴間和幸/監修
王小棣、黃黎明、莊慧秋
王溢嘉

點閱:311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25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基隆市100學年度閱讀100數位圖書館線上閱讀認證中文圖書書目2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基隆市100學年度閱讀100數位圖書館線上閱讀認證中文圖書書目3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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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閱讀教育推動動態

基隆市100學年度閱讀100數位圖書館線上閱讀認證中文圖書書目2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中01
中02
中03
中04
中05
中06
中07
中08
中09
中10
中11
中13
中01
中02
中03
中04
中05
中06
中07
中08
中09
中10
中11
中13
中01
中02
中03
中04
中05
中06
中07
中08
中09
中10
中11
中13
中01

沒被抓到也算作弊嗎？：學校沒有教的33則品格練習題
向日葵森林
一百個櫥櫃
你，有什麼夢想
我的校外教學：非洲篇
帶著老師一起蹺課
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
這些人，那些事
告訴世界我是誰：倒立先生黃明正的夢想拼圖
圖說世界歷史：輕輕鬆鬆3小時掌握古今歷史脈動
酷馬
青春第二課
沒被抓到也算作弊嗎？：學校沒有教的33則品格練習題
向日葵森林
一百個櫥櫃
你，有什麼夢想
我的校外教學：非洲篇
帶著老師一起蹺課
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
這些人，那些事
告訴世界我是誰：倒立先生黃明正的夢想拼圖
圖說世界歷史：輕輕鬆鬆3小時掌握古今歷史脈動
酷馬
青春第二課
沒被抓到也算作弊嗎？：學校沒有教的33則品格練習題
向日葵森林
一百個櫥櫃
你，有什麼夢想
我的校外教學：非洲篇
帶著老師一起蹺課
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
這些人，那些事
告訴世界我是誰：倒立先生黃明正的夢想拼圖
圖說世界歷史：輕輕鬆鬆3小時掌握古今歷史脈動
酷馬
青春第二課
沒被抓到也算作弊嗎？：學校沒有教的33則品格練習題

布魯斯．韋恩斯坦
桃莉．海頓
N.D.威爾森
丘秀芷主編
瑪麗-德雷沙．席斯
作者：高科正信/繪者：油野誠一
芭芭拉．德米克
吳念真
黃明正
鶴間和幸/監修
王小棣、黃黎明、莊慧秋
王溢嘉
布魯斯．韋恩斯坦
桃莉．海頓
N.D.威爾森
丘秀芷主編
瑪麗-德雷沙．席斯
作者：高科正信/繪者：油野誠一
芭芭拉．德米克
吳念真
黃明正
鶴間和幸/監修
王小棣、黃黎明、莊慧秋
王溢嘉
布魯斯．韋恩斯坦
桃莉．海頓
N.D.威爾森
丘秀芷主編
瑪麗-德雷沙．席斯
作者：高科正信/繪者：油野誠一
芭芭拉．德米克
吳念真
黃明正
鶴間和幸/監修
王小棣、黃黎明、莊慧秋
王溢嘉
布魯斯．韋恩斯坦

點閱: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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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基隆市100學年度閱讀100數位圖書館線上閱讀認證中文圖書書目1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基隆市100學年度閱讀100數位圖書館線上閱讀認證中文圖書書目3 /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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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閱讀教育推動動態

基隆市100學年度閱讀100數位圖書館線上閱讀認證中文圖書書目3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
中01
中02
中03
中04
中05
中06
中07
中08
中09
中10
中11
中13
中02
中03
中04
中05
中07
中08
中09
中10
中11
中13
中19
中20
中01
中02
中03
中04
中05
中07
中08
中09
中13
中16
中18
中19

沒被抓到也算作弊嗎？：學校沒有教的33則品格練習題
向日葵森林
一百個櫥櫃
你，有什麼夢想
我的校外教學：非洲篇
帶著老師一起蹺課
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
這些人，那些事
告訴世界我是誰：倒立先生黃明正的夢想拼圖
圖說世界歷史：輕輕鬆鬆3小時掌握古今歷史脈動
酷馬
青春第二課
向日葵森林
一百個櫥櫃
你，有什麼夢想
我的校外教學：非洲篇
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
這些人，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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