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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乘著風的翅膀飛翔---宮崎駿研究的出發點(一)

國立台東大學 游珮芸教授

本文摘要

感謝 游珮芸教授授權本電子報轉載大作，特此致謝。

原文發表於2010.10.24國語日報兒童文學版。

為什麼要研究宮崎駿

提到宮崎駿導演，或許大家會想到歲月妝點的一頭銀灰髮和白藹藹的落腮鬍，黑色的鏡框、厚
厚的鏡片後閃著慧詰、頑皮的眼眸，加上和藹、靦腆的笑容、厚實的肩膀、有重量的存在
感…。

提到宮崎駿導演，或許大家會想到歲月妝點的一頭銀灰髮和白藹藹的落腮鬍，黑色的鏡框、厚厚的
鏡片後閃著慧詰、頑皮的眼眸，加上和藹、靦腆的笑容、厚實的肩膀、有重量的存在感…..。

（照片來源：天下雜誌2009年11月號）

但是，年輕的宮崎駿並非如此，至少在我的眼中，他看起來輕盈多了，而且眼神銳利又嚴肅；現在
的這一番大師風貌，其實是經過了將近50年的動畫創作生涯的淬煉後，慢慢地由經驗和智慧所累績
而成的相貌。從大學畢業的1963年起，一頭栽入動畫製作的世界，宮崎駿彷彿是日本傳統工藝界的
「職人師傅」，謹守著自己技藝的領域，在執著中不斷切磋、從一個製作者昇華成一位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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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在日本留學時，我就曾經以宮崎駿研究提出碩士論文的研究計畫，但是在摸索半年之後，因
不諳動畫語言而放棄。我問過自己，為什麼對動畫有那麼難以割捨的情愫？出生在台灣的六零年代
後期，我是所謂的五年級生，也是電視普及後，看著日本電視卡通長大的第一個世代。童年的許多
回憶，和日本卡通息息相關。雖然我的專業是兒童文學研究，但是歸結自己童年的時光，會發現
「動畫」對自己的影響遠遠超過「童書」；我相信這也是許多同世代孩童的寫照。
而宮崎駿早期參與製作的動畫如《阿爾卑斯山的少女海蒂》（1974，小天使）、《尋母三千里》
（1976，萬里尋母）陪我渡過童年，開啟通往經典兒童文學之門，宮崎駿執導的多部動畫長片，也
在我人生重要的階段，給予我歡笑和勇氣。

從兒童文學界跨足動畫研究

近幾年來，不論台灣、日本或是歐美的兒童文學界都漸漸把動畫納入其研究疆界之中，將動畫當做
研究文本分析討論。例如2007年在京都舉行的國際兒童文學學會(IRSCL)，就邀請了美國知名的日本
動漫研究家蘇珊J. 納皮爾(Suasan J. Napier )當大會的演講來賓。從兒童文學界跨足動畫研究不再是異
端，而且動畫研究本身是極具發展潛力的領域。
因為有十年以上留日與旅日的經驗，我除了台灣與日本的兒童文學研究之外，一直以來都持續關注
日本流行文化，如動畫、漫畫、電玩遊戲對於台灣青少年和兒童的影響。選擇以宮崎駿動畫作為研
究對象，除了個人的喜好因素之外，也著眼於宮崎駿動畫在台灣的普及程度和影響力。因此，我也
嘗試以台灣研究者的觀點，探究宮崎駿動畫的獨特性和跨越文化疆界受到台灣觀眾喜愛的根源。

點閱:387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4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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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著風的翅膀飛翔---宮崎駿研究的出發點(二)

國立台東大學 游珮芸教授

本文摘要

感謝 游珮芸教授授權本電子報轉載大作，特此致謝。

原文發表於2010.10.24國語日報兒童文學版。

特殊的切入觀點

綜觀目前的宮崎駿研究，可以說是眾聲喧嘩，熱鬧非凡。然而，大多數的論述都侷限於單一動畫作品的探討，缺乏宮崎駿動
畫的綜觀析論；或者過於偏重動畫的主題意涵或導演的意圖分析，或著重於故事結構、角色塑造和角色心理，而少見剖析動
畫表現特質的論述。

（ 宮崎駿的第一部動畫長片魯邦三世）

因此，我以宮崎駿目前執導過的十部動畫長片為研究對象，希望能更全面性探討宮崎駿動畫的特質。並且，從「動畫」的表
現形式來詮釋文本，動畫是由影像的運動融合聲音呈現到螢幕的藝術表現，所以我嘗試尋求異於詮釋文字文本的角度來進行
研究。其次，捨棄單一面向的歸納，探索各分析元素之間的關連，如角色設定與動畫類型的關係、故事主題與敘事模式的關
連等，從關係的網絡中延展論點。最後，把「宮崎駿動畫」視為一個流動的概念而非固定的整體，從時間軸來析論宮崎駿動
畫的特質，或說是「文法」；藉此窺探獨特性與大眾化兼具的宮崎駿動畫的特色。

研究架構與內容

今年四月，我集結了近三、四年來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在動靜收放之間---宮崎駿動畫的「文法」》(玉山社)，一書分為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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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首先釐清「宮崎駿的定位與宮崎駿研究的系譜」。 接下來在「宮崎駿動畫與台灣的兒童文化」一章中，整理了約八百份問卷

和面談資料，掌握宮崎駿動畫在台灣風行的概況，並以台灣的兒童文化現象─「兒童與電視」、「兒童與動畫」的角度、宮

崎駿動畫進入台灣市場的歷史，來探索宮崎駿動畫深受台灣孩童喜愛的深層因素。 第三章「從《神隱少女》析論宮崎駿對日

本民俗信仰與民間故事的演繹與詮釋」則是從台灣觀眾、研究者的角度，從認識日本傳統信仰和民間故事著手，找尋《神隱

少女》和這些日本傳統元素的關連，並析論宮崎駿如何在不悖離傳統的基本精神之下，演譯創新符合現代觀眾口味的幻想故

事。第四章「宿命、使命下的生命力」中，綜論分析了《崖上的波妞》之前、宮崎駿的九部長篇動畫中的少年男女和孩童角

色，除了析釐出宮崎駿喜好的角色形塑之外，也論其變動的趨勢；並且從觀眾心理、動畫類型等角度推演這些角色設定元素

的成因。

（宮崎駿的第十部長片）

第五章「波妞與宗介：宮崎駿式的童年再現」中，以《崖上的波妞》這部最新的動畫長片，回溯宮崎駿動畫在母親主題、動
畫技術表現和敘事結構上的演變，並且深入探究兩位主角波妞和宗介的「五歲」孩子演技和動畫中童年再現的橋段。

第六章「宮崎駿動畫的文法」中，整理歸納宮崎駿動畫生涯，以四個階段分期說明其創作上的轉折，再綜合本書各章中所提
及的論點，析理出宮崎駿動畫的表現特色─即其「文法」，最後提出今後研究的方向和展望。
此外，附錄中，我整理了宮崎駿大紀事年表和動畫作品年表，希望成為台灣的宮崎駿迷和研究者更深入了解宮崎駿的捷徑。

藉由此書，我一方面想向我所鍾愛的動畫大師致敬，另一方面，則希望為十多年前就草擬的研究計畫圈上句點。

然而，越挖掘、越深入之後，我才發現，這不過是一個出發點。

游珮芸教授部落格：在日出的海邊

網址：http://syararira-goalforpaperfight.blogspot.tw/2010/10/blog-post_42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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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珮芸教授研究領域部落格連結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本文摘要

 國立台東大學游珮芸教授部落格：

日本兒童文化產業探究
在日出的海邊
動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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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如何增加閱讀的樂趣

基隆市八斗高中 張獻文主任

本文摘要

如何增加閱讀的樂趣，吸引讀者進入文化殿堂以一窺堂室之美第一個目標。進而引導讀者學習提升閱
讀理解的步驟再由簡而深的釋出，使其浸淫在其中而能感受其美。至於是否有幸吸收內化而成為自己
生命的資糧、展現屬於自己的美，我們樂觀其成。

 

八斗高中家長志工讀書會 攝影：劉智慧

        本期閱讀教育電子報將為大家報導四個主題：一是閱讀理解提升的方法，有人說閱讀如
果第一階段是讀故事，那麼第二階段就是讀作品，第三階段則是另一個層次：讀作者、讀
當代、讀文化。懂得閱讀的樂趣與技巧，「主動」閱讀將會帶給讀者無與倫比的收穫。
 
        其中兩篇為大家報導八斗高中對於閱讀環境的經營及介紹戮力在八斗推動海洋文學閱
讀的劉智慧老師(現任圖書館主任)。文中提到八斗高中如何善用有限的空間安排校園閱讀
環境，建構在閱讀中學習、在閱讀中成長、在閱讀中生活……的八斗悅讀生活，以及與讀
者一同分享這一位愛書人推動海洋文學閱讀的歷程與成果，希望能對本市海洋教育推動有
所助益。
 
         最後，在這資訊多元取得便利的時代，紙本閱讀似乎逐漸式微，影響了讀者閱讀的模
式與型態，另外閱讀文本的多元常常混亂讀者，視閱讀為畏途。影響了圖書出版業、也影
響了圖書館的整個生態與經營模式；學校圖書館在師生心中獲取知識與資訊的地位趨日漸
式微，如何提升圖書館功能，使圖書館管理更容易，提高讀者的使用率，讓圖書館成為多
元世紀的知識導航者，主動靈活運用資訊服務，創造圖書館在社會上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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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看閱讀

陳昌明看閱讀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陳昌明教授

閱讀是思索、啟示和理解，
它是對新知的內化，以及言而有據的表達。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陳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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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擂臺

八斗閱讀･悅讀

基隆市八斗高中 劉智慧老師

    一書在手，其樂融融！身為一個現代人，也許很忙，但一個真正想要讀書的人，
仍能忙裡偷閒，享受讀書的快樂。讀與不讀，完全在於那顆心啊！想想看：假如你
能在樹蔭下、斗室一角、抑或柔和燈光下，手捧一卷，亦可樂比神仙哪！
    沒錯，就是這樣的信念，引導八斗高中圖書館的「經營」方針。雖然學校第二期
工程－－圖書館大樓還未蓋好，圖書館必須「蝸居」在行政大樓，但為全校師生提
供一個良好閱讀環境的服務，卻是義不容辭的。八斗圖書館目前館藏書籍量為13550
本，館方在有限的空間裡，為書籍做了最好的安排，以全校師生方便閱讀為前提，
書架上的書籍，除了按照圖書分類十大類的編排外，亦配合學校校本位課程及發展
特色，設立許多專區，讓全校師生踏入圖書館，能迅速找到所要閱讀的書籍，如
「認識基隆」「海洋教育」「原住民」等類書籍；此外，配合晨讀運動，積極推動
班級行動書箱的借閱，目前圖書館編有47箱行動書箱，內容包羅萬象，充滿趣味與
知性。
    用心營造一個多元豐富的閱讀環境，帶領學生進入提高閱讀興趣與提升閱讀素養
的良性競爭，是圖書館積極努力的目標：不定期推出「好書介紹」「悅讀新聞」看
板，延伸學生閱讀範疇，增加學生知識獲得的管道；建立「閱讀護照」制度，獎勵
學生閱讀；配合校本位課程，辦理圖書館主題週－－海洋教育；尋求社會資源，募
書以擴充館內藏書；招募家長與學生志工，協助整理圖書……等，所有的目的只有
一個－－提供師生願意接觸的閱讀空間，進而喜歡閱讀，藉由閱讀打開視野，豐富
人文素養。
    目前館方正在進行「讓書去旅行」的活動，利用本校新舊大樓連接通道，設置學
生自學區與圖書借閱，鼓勵學生善用資源，很多老師也共襄盛舉，紛紛將自己的藏
書捐出來，讓書去旅行，找到自己的新主人，發揮書籍的最大效能。
   閱讀的氛圍的凝聚，不是靠少數幾個人便能水到渠成，它是需要全體成員的群策群
力，身體力行，方能達到預期目標。在八斗高中，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閱讀中
學習、在閱讀中成長、在閱讀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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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圖書志工座談 攝影：劉智慧

「悅讀新聞」看板 攝影：劉智慧

「讓書去旅行」圖書角 攝影：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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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尖兵

在海洋城市裡推動海洋文學

基隆市八斗高中 劉智慧老師

       
    對於基隆，有著莫名的情感，生於斯、長於斯的城市；對於大海，亦有著神聖的情懷，潮來潮往，所
有的喜怒哀樂融於一體。當學校校本位課程定位在「海洋教育」這一區塊時，有一個聲音浮現在腦海裡：
身為海洋的子民，應善盡職責，讓更多人接近大海、了解大海。透過職務之便（當年我是國文領域召集
人），我與本校其他國文老師ㄧ起規劃本校校本位課程國文領域部份，將海洋教育與海洋文學閱讀合而為
一，讓學生從七年級到九年級，有系統的接觸海洋文學、閱讀海洋文學，至今亦將近十年了，看著學生的
學習，透過閱讀及學習單能對海洋有更進ㄧ步的接觸，我深深體會到：「閱讀海洋」是件讓自己快樂，也
讓孩子成長的美事！

茲將八斗高中（國中部）的海洋教育－海洋文學閱讀的實施情形報告如下：
實施主軸：海洋文學，了解海的特質及海洋文學呈現的多樣貌。
實施步驟：由近而遠，循序漸進的閱讀海洋

          七年級――重點在於了解所居住的城市－基隆，
          八年級――指導學生閱讀台灣本島海洋文學，
          九年級――透動態閱讀引導學生閱讀世界著名海洋文學

年級 主題 實施重點

七年級

美哉基隆

1、透過「我愛基隆」「基隆觀光指南」「基隆古
蹟」「沙子園－款款深情」「八斗子影像故事書」等
資料整合，指導學生重視基隆當地文化與藝術的情
懷。
2、加強學生對基隆的認知與了解，體會基隆之美。
3、學習單寫作。

 

海洋神話――大
「話」基隆—我的

基隆嶼神話
 

1、透過文章閱讀及 基隆嶼ppt的介紹，激起學生觸發創
造能力。
2、藉由神話創作構思的過程，讓學生認識海洋，表現對
鄉土情感。
3、閱讀神話－從達悟族的「飛魚之神」體會神話中的
海洋生態保育觀。
4、創作海洋神話－基隆嶼。
 

八年級

戀潮

1、自編教材「戀潮」,介紹海洋文學，讓學生了解文化
的多元的特性，及介紹具代表性的台灣文學作家，如廖
鴻基、夏曼藍波切、呂則之等人。
2、教師進一步解說作者的寫作風格及海洋文學的主要內
涵，及認識文中的生難字詞。
3、藉由文字或圖片,探討、體會海洋文學創作的動機及
歷程。
4、學生上網搜尋其他與海洋相關的文學作品。
5、透過資料蒐集、資源分享的過程，了解海洋文學的特質
及文學呈現的多樣貌。

傾聽那浪潮聲
――船長詩人林福
蔭的創作――海洋

1、教師自編「傾聽那浪潮聲」教案，讓學生走入海洋詩
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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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畫的賞析 2、邀請校友船長詩人林福蔭蒞校演講，說明創作理念，
並帶領學生欣賞海洋詩•畫。
3、學習單：當汽笛響起，鼓勵學生創作海洋詩•畫。

PISA閱讀素養

1、配合教材－廖鴻基的銀劍月光，進行閱讀理解課
程，跳脫傳統式課文教法，培養學生思考、判斷和自
學能力
2、延伸閱讀寫作－透過魚類圖片，鼓勵學生以文字
描摹魚之特色。

九年級
動態閱讀－白鯨
記、老人與海

1、配合閱讀計畫,介紹世界名著－白鯨記、老人與海，
讓學生了解文化的多元特性。
2、引導學生動態閱讀與思考議題。
3、透過影片傳達，讓學生以有情的眼光看待自己土生土
長的漁港家鄉。
4、藉由世界名著及海洋文學的導讀，引導學生思考生命
的價值及意義，培養正確的人生觀。
5、透過動態影片閱讀，培養學生喜歡海洋、進而親近海
洋、保護海洋的情懷。
6、學習單寫作――關於海的故事。

    八斗高中國文領域教師在擬定校本位課程－海洋教育－閱讀海洋文學時，能分享以往課程實施經驗，
就所面臨的問題（如實施時間、效果等）互相討論，彼此截長補短，取得共識，並將教科書選文延伸學習
及配合海洋城市發展，激發學生愛海、親海、護海的情感，這是八斗國文老師群策群力的最佳表現。透過
海洋文學閱讀的推動，可發現八斗是個有情的學習天地：海洋浩瀚無邊，海岸風情多樣，海洋的子民熱情
澎湃……

 

圖書館主題週－海洋教育  船長詩人林福蔭說明
創作理念  
    

學習情境布置教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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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互相觀摩報告海洋學習單

 
 
 

 
（附錄一） 台灣的海洋文學相關書籍 
             

書名 作者 書名 作者
討海人 廖鴻基 海煙 呂則之
鯨生鯨世 廖鴻基 倒風內海 王家祥
漂流監獄 廖鴻基 看海的日子 黃春明
航海日記 梁琴霞 鄭愁予詩選集 鄭愁予

失蹤的太平洋三號 東年 人魚海岸 汪啟疆
風雨海上人 杜披雲 當一隻鯨魚渴望海洋 許悔之
冷海情深 夏曼.藍波安 守望的魚 洪素麗

一個台灣女孩的航海日記 曾玲 海中鬼影鰓人 王家祥

（附錄二）國外的海洋文學相關書籍

書名 作者 書名 作者
冰島漁夫 畢爾.羅逖 鯨背月色 黛安.艾克曼
老人與海 海明威 海風下 瑞秋.卡森

白鯨記 梅爾維爾 我的老人與海
大衛.海茲、丹
尼爾.海茲

海之禮
Anne Morrow
Lindbergh

海洋，海
亞歷山卓.巴瑞

科
海濱浪行 Richard Bode 海狼 傑克.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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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閱讀理解的提升

基隆市八斗高中 張獻文主任

                                                         
閱讀是一切學習的根本，在教學歷程中經常看到學生數理學習障礙，不在於邏輯思考能力欠缺，而是題目看不懂；社會科學混

淆，總是分不清楚時序因果排列。如果只是單純享受閱讀樂趣，是不需要講究方法的，可是若是想透過閱讀學習某種知識，並尋求問
題的解答，那閱讀方法就必須講究(何飛鵬，2013)。閱讀，不單只是引領孩子識字、看書，一個簡單的問題：「這個句子在説什
麼？」即使跨過了在孩提時代已經學習到的基礎閱讀技巧階段，我們在閱讀的時候還是一直會碰上這個問題。唯有清楚這些字、完全
明白每個字的意思之後，我們才能試著去了解，努力去體會這些字到底要説的是什麼(艾德勒，范多倫，2003)。理解，從這時候才開
始！

隨著文本趣味鋪陳導引讀者的興趣，進一步引導讀者進入文本的內堂，「開卷有益，掩卷有味」，也因為開啟了讀者主動好奇的
心，作者方能接續引導讀者進入情感、知覺、感受和想像中的文學的美的特性；如果說閱讀的第一階段是讀故事，那麼閱讀的第二階
段就是讀作品，有幸進入閱讀的另一個層次，第三階段則是：讀作者、讀當代、讀文化。

學者莊坤良(2007)將文學閱讀簡單的分成三個層次：
一、第一個層次Reading the line。
也就是字面閱讀（literal reading）。從文字、文句了解文章的表層意義。
二、第二個層次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在閱讀時，透過對這些文句之間/之內隙縫關係的連結、填補、想像、分析、歸納與推演，來瞭解作者創作的意圖與整篇
文章的主旨大意。
三、第三個層次Reading beyond the lines。
讀者閱讀時必須特別關注文本的互文關係（intertextualilty）及作者的文化背景，體會書本中沒有說的部分，或文本以外
的東西。這個層次的閱讀，讀者已經從文字表面進入文化的深層結構。把文本放在文化脈絡裡來探究，這樣的閱讀活動
才能產生深刻的意義。

        
閱讀是一種主動的活動，一個愈是「主動」的讀者，愈是能夠從閱讀中獲得理解，而主動閱讀的基礎在於「讀者要提出問題，並

且在閱讀的過程中嘗試回答」。《如何閱讀一本書》作者艾德勒，范多倫(2003)提到「只有為了增進理解力而閱讀，才能在閱讀中幫助
閱讀者增長心智，不斷成長。」。

最後，有關上述的層次、階段，所象徵的是孩子呈現的一種狀態，孩子的世界不一定按照一定的次序，學習的過程也不一定需要
一個層次通過方能進入下一個層次；過往過於強調基礎訓練的重要，以至於在基礎階段耗上太多時間，孩子往往在培養出能力之前多
數已折損興趣，見樹(基礎)不見林(成果)是傳統的學習法上的遺憾，取而代之的是被動與無知的心態，導致孩子可能因為一輩子也沒機
會看見茂密森林(成果)的美好，而失去了主動求知的動力。建議讓成功的果實在各個不同階段不斷重現，導引孩子理解故事的同時，也
能一併思考作品背後的意涵與文化背景；唯有多方的引領讓孩子在學習的歷程中感受到倘佯在樹海中的碩大與美好，激發其遼闊的視
野與高度，才能作為在孩子身上基礎功夫一步步紮根與成長持續的動力。

 

 
註：甚麼是文本？
最傳統的定義：將一件事情，用文字把它記錄下來，那篇文字作品就是文本。從文學的角度，文本通常是完整且有系統的一個句子、
一個段落或是一個篇章。以散文、小說、詩歌等文學文本最為常見；另一個層次的廣泛解釋，包含廣告、MV，電影、電視劇、攝影、
網頁、音樂等等文化作品也都可以看做是文本。
 
 
何飛鵬。如何讀一本書。經理人月刊，2013年07月31日。
艾德勒，范多倫。《如何閱讀一本書》。台北：台灣商務，2003年6月26日。

莊坤良。「文學閱讀的三個層次：以「小孩是大人的父親」為例」。中央日報，2001年12月8-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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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教育

創造當今中小學學校圖書館存在價值

基隆市八斗高中 張獻文主任

中小學學校圖書館以圖書館利用教育為主要的任務，以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及資料蒐集整理分
析能力，為未來學習建立基礎。過往多數訊息集中在圖書館等待讀者來搜尋，圖書館被動的扮演著
知識庫守護著的角色；而現今高度科技化發展與多元化資訊管道暢通的世代，知識以各種方式呈現
與存在，圖書館的館藏不一定會被充分使用，圖書館內各種服務品質如果沒有相對提高，在現今數
位及電子閱讀便利的時代，圖書館在師生心中獲取知識與資訊的地位將更趨日漸式微。

知識型態隨著時代變易，21世紀的圖書館呈現多元性樣貌的型態：從傳統圖書館已經演進為：
數位、電子，複合、虛擬、網際網路等圖書館型態。圖書館的服務概念因環境而轉變，其經營思維
與實務在技術、政策、管理、經濟效益等經營模式，在新的世紀具有創新和管理的價值，朝向知識
導航功能(顧敏，2007)。

(一)運用行銷管理的概念與方法拓展工作內容與服務內涵：
各級學校圖書館多以積極推動閱讀營造書香校園，提供學生多元的學習，如在校園推動
班級讀書會、書箱、閱讀護照、晨讀，積極鼓勵學生參加全國讀書心得寫作比賽、小論
文寫作比賽等。
(二) 轉化成能夠提供多頻、多元、多管道、多訊息的未來圖書館：
先進國家圖書館如美國公共圖書館，在這幾年有一個把館址選定在如商場或大街主要建
築物裡人潮較多地方的趨勢。例如將賣場改裝成圖書館、買下商店街上老舊建築做為館
舍，不僅圖書館的資料流通量、進館人數、借書證辯證量都有所增加，商店街的銷售額
也同樣有成長。(把圖書館開設在商場裡：Library Views 圖書館觀點)。各校圖書館館址
宜考量設置在學生於短短下課十分鐘可及、各班最短距離、師生交通動線、教室空間運
用等因素，以求最大效應。另鼓勵各班設置圖書區及學習角、並規劃在學生下課動線上
設立自助圖書閱讀區、圖書角、閱讀資訊專欄，設置電子書、數位閱讀專區主動增加學
生接觸圖書的機會。
(三)強化圖書館專業形象：
國中小學校圖書館業務承辦同仁多由教師或職員兼任，多數圖書館專業不足。依據國民
中、小學及高級中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各校應設組長、幹事並至少曾接受過六週
以上之圖書資訊專業訓練，每年並應接受六小時以上之在職專業訓練。並得視班級數設
圖書館主任一人，由具圖書資訊專業之教師兼任。

整體提升圖書館人才專業、圖書館營運目標，從館藏發展、圖書館利用教育、圖書館行
銷、館務的執行與管理、讀者服務、館際互借及軟、硬體系統規劃等，以提高圖書館的服務範
圍與價值。期待在未來新圖書館校舍空間規畫能因應圖書館的服務物件、館藏特色等各方面差
異，對整個館內的空間予以全面的規劃，以達到提升服務品質及成功塑造圖書館的專業形象。
最後，提升圖書館功能，提高讀者的使用率，讓圖書館成為多元世紀的知識導航者，主動、靈
活運用資訊服務，以創造圖書館在社會上的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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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圖書志工 資料建檔

學生圖書志工 雜誌編碼

讀者服務  資料線上查詢

參考資源
顧敏講演(2007年)；〈圖書館大趨勢未來50年圖書館的社會價值及其發展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年
會專題演講。。
MichaelGorman講演；林珊如譯（2006年6月）。〈數位時代的圖書館價值〉。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會訊14（1/2），3-7。
胡述兆，王梅玲主編（2005）。圖書館新定義。臺北市：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顧敏（2003）。網站圖書館：知識管理與創新。臺北市：揚智文化。
王冠智（2001）。使用者資訊需求與公共圖書館參考資訊服務關係之探討。台北市立圖書館訊，
19（2），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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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籠悅讀地圖

102年暖暖區圖書館多元閱讀講座

基隆市文化局

本文摘要

維持研習品質，錄取名額以25人為基準，敬請把握機會

研習當日請自備環保杯。

網路報名信箱：”Book start”暖暖區公所 社政黃延輝先生

”Book start”暖暖區公所 社政黃延輝先生

依據2013年暖暖圖書館  多元閱讀暨館藏充實計劃

社 區 閱 讀 推 廣 講 座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基隆市文化局

執行單位：暖暖區公所  暖暖圖書館

活動目標：在終身學習時代中，唯有藉由「社區」由下而上的營造與推動，方能真正全面、持續、多元地促進
終身學習的落實與發展。然而社區總體事物得以傳承、營造、開展與發揚，便必須仰賴社區成員不斷的學習方
能妥善處理，透過終身化與全民化的學習，促進社區民眾的素質普遍提升，藉由各項專才的學習課程，鼓勵民
眾結伴參與研習，並將所學再回饋到鄰里，讓人力資源更多元，從而推動社區良性發展，建構一個相互支持和
關懷的學習網絡。參加對象：歡迎喜愛閱讀的成年民眾及有意願推動社區閱讀的社區幹部、樂齡志工，踴躍報名參
加。

報名方式：填妥報名表，逕向本館報名

報名日期：即日起受理報名，額滿為止（星期一及國定假日休館）。           

報名地點：暖暖區公所  暖暖圖書館李小姐。

聯絡電話：2457-0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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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報名信箱：”Book start”暖暖區公所 社政黃延輝先生  
日期 活動內容 講師 地點/備註

11/2(六)下
午
2：00～
5：00

【揪團推閱讀】～「我的自然體驗」
講座．從淺顯趣味的角度，分享達人觀察密

技，用簡單的方式親近自然。

自然生態作家
黃一峰

暖暖圖書館3樓會議
室

11/7(四)上
午10：00～
下午
4：00

【成人閱讀研習】～「聲音魔力客」．

故事的情緒展現－故事情境分析．專業說書人
－故事旁白定位
．人物點點兵－各式角色扮演

故事劇樂部團長
邱筑君

暖暖圖書館5樓禮堂
 
●需全程參與

11/10(日)下
午
2：00～
5：00

【推廣服務培訓】～閱讀活動推廣志

工增能講習．從接辦任務到團體分工的歷

程領導

成人基本教育講師
沈淑嬿

碇祥里民活動中心

11/17(日)上
午10：00～
12：00

【樂齡閱讀活動】～「爺爺奶奶聽故
事了！」故事：飛天巨桃

故事劇樂部團長
邱筑君

碇和里民會堂
 
●歡迎大人小孩一起

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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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您在FB喜「閱」相遇

歡迎加入《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FB》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粉絲專頁

歡迎加入《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FB》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粉絲專頁

歡迎您加入《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FB粉絲團》
    一起加入推動閱讀教育的活動 並一起分享閱讀的樂趣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 /%E5%9F%BA%E9%9A%86%E5%B8%82%E 
9%96%B1%E8%AE%80%E6%95%99%E8%8 2%B2%E9%9B%BB%E5%AD%90%E5%A0%B 
1/138276466234069    

點閱:119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42 期
1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olume.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j-admin/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9F%BA%E9%9A%86%E5%B8%82%E9%96%B1%E8%AE%80%E6%95%99%E8%82%B2%E9%9B%BB%E5%AD%90%E5%A0%B1/138276466234069
https://readpaper.kl.edu.tw/search.php?author=%E5%9F%BA%E9%9A%86%E5%B8%82%E9%96%B1%E8%AE%80%E6%95%99%E8%82%B2%E9%9B%BB%E5%AD%90%E5%A0%B1%E7%B2%89%E7%B5%B2%E5%B0%88%E9%A0%81
https://readpaper.kl.edu.tw/%22../search.php?author=%E5%9F%BA%E9%9A%86%E5%B8%82%E9%96%B1%E8%AE%80%E6%95%99%E8%82%B2%E9%9B%BB%E5%AD%90%E5%A0%B1%E7%B2%89%E7%B5%B2%E5%B0%88%E9%A0%81\%22
https://readpaper.kl.edu.tw/%22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9F%BA%E9%9A%86%E5%B8%82%E9%96%B1%E8%AE%80%E6%95%99%E8%82%B2%E9%9B%BB%E5%AD%90%E5%A0%B1/138276466234069/%22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volume=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