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104 年度
「量身訂作圖書館服務：分齡分眾終身閱讀」研習班簡章
一、 宗

旨： 本會以服務對象之多元性規劃本研習課程，邀請各領域專家學者，以及深耕服
務特殊讀者多年之圖書館同道分享其經營理念，以增加圖書館從業人員專業知
能，課程結合理論與實務，以兒童、青少年、新住民、高齡、聽視障五種服務
對象為課程主題，課程內容為閱讀推廣與圖書館服務，提供貼近讀者需求之創
新服務。
二、 研習時間： 民國 104 年 6 月 8 日至 12 日（星期一至五），接受單日報名。
三、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四、 承辦單位：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五、 聯 絡 人： 陳慧珍小姐，電話：04-2262-5100 分機 1603，E-mail：a12103@nlpi.edu.tw
(無障礙聯絡窗口)
六、 上課地點：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2 樓第一會議室（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100 號）
七、 名

額： 預計 80 人（單日報名人數不足 30 人不開班）。

八、 報名資格： 現任職各類型圖書館者，或對此議題有興趣之一般人士。
九、 費

用： (一) 報名費：報名 1 日以 1,500 元計；2 日 3,000 元；3 日 4,000 元；4 日
5000 元，5 日 6000 元(含講義及文具費，食宿自理），請於每日報到時現場繳
交。(二)服務單位推薦者，各項費用由服務單位負擔；自行報名者，全部費用

自理。(三)凡加入本會個人會員者，研習費用學費以 95 折優待。
十、 課程與報到 6/8(一)兒童閱讀推廣與實務經驗分享；6/9(二) 樂在圖書館：高齡讀者圖書館
時間：
服務；6/10(三)圖書館就是你家：公共圖書館如何服務新住民；6/11(四) 青少
年閱讀活動設計與閱讀空間營造；6/12(五)傾聽讓我們更靠近：聽視障讀者服
務實務。
每日報到時間為每日上午 8 時 30 分至 9 時，辦理報到與繳費事宜。
十一、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4 年 5 月 31 日止。
十二、報名方式： 請至「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活動報名系統」(http://activity.nlpi.edu.tw/activity/)
報名。
十三、錄取原則： 如報名人數眾多，錄取原則為：(一)本會會員優先，(二)報名先後，(三)同單位
以接受一名為原則。
十四、錄取通知： 民國 104 年 6 月 3 日前寄發 e-mail 通知。（未收到通知者請於 6 月 3 日後與承
辦單位聯絡人聯繫）
十五、報到地點：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總館 2 樓第一會議室（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100 號）
十六、結

業： 報名 3 日以上之學員，研習期滿成績合格者由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發給結業證
書，報名單日課程之學員，由承辦單位發給研習時數證明；有關公務人員終身
學習認證，於結訓後依學員上課時數由承辦單位統一登錄。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104 年度
「量身訂作圖書館服務：分齡分眾終身閱讀研習班」課程表
研習時間：民國 104 年 6 月 8 日（一）至 6 月 12 日（五），共 5 日
報到時間：每日上午 8 時 30 分至 9 時，辦理報到及繳費事宜
研習地點：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總館 2 樓第一會議室 (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100 號)
日
期

時

間

主

題

主持人/主講人

09:00-09:10 始業式

呂春嬌館長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09:10-12:10 資訊科技輔助兒童讀者服務

林維真助理教授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13:30-14:30 兒童故事停‧看‧聽

李玉玲老師 (南投縣南港國小)

14:30-15:30 作伙閱讀趣-我的大河馬書房

陳芳雅老師 (桃園縣石門國小)

15:30-16:30 探索繪本的童話世界

沈秀茹館長 (雲林縣斗六繪本圖書館)

09:00-10:00 活躍老化之學習與喜閱（悅）

許慶晧秘書 (嘉義縣大林圖書館前館長)

6/9

10:00-11:00 樂齡心 銀髮情 快樂學習享清贏

李玉蟾館長 (彰化縣芬園鄉立圖書館)

(二)

11:00-12:00 敢動、感動

徐玉玲館長 (南投縣水里鄉立圖書館)

13:30-16:30 公共圖書館高齡服務面面觀

林珊如教授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09:00-12:00 用閱讀，點亮每一個人的燦爛時光

張正先生 (前四方報總編輯)

6/8
(一)

6/10

13:30-15:30 堅持 0.01 的改變-翻轉新住民的閱讀力 陳哖館長 (高市圖楠仔坑分館)

(三)
15:30-16:30

新住民服務經驗分享-社會服務觀點 賴緣如科長
(暫定)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婦女及兒少福利科)

6/11

09:00-12:00 顛覆圖書館的想像-越讀悅有趣

宋怡慧老師 (新北市丹鳳高中圖書館)

(四)

13:30-16:30 記得這堂閱讀課

楊志朗老師 (彰化縣鹿鳴國中)

09:30-12:00 聽障讀者資訊需求(暫定)

林玉霞副教授 (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13:30-14:30 認識視障者及視障體驗

莊惠鈞小姐 (愛盲基金會中區資源中心)

6/12

14:30-15:30

(五)
15:30-16:30

新思維新視界~視障讀者如何與「書」
共舞？
重塑「視」界─以台北立市圖書館啟明
分館為例

16:30-16:50 結業式(大合照)

陳韻涵小姐 (彰化縣文化局圖書資訊科)
何建豪主任 (台北市立圖書館啟明分館)
全體學員

交通資訊：
一、搭乘高鐵
1. 請於高鐵站 6 號出口第 15 月臺搭乘 82、101 公車(持悠遊卡、臺灣通、ETC
卡、一卡通可享 8 公里內免費搭乘公車)
2. 請於「公共資訊圖書館」站下。
二、搭乘火車
1. 請於火車站正對面之臺中客運(需過馬路)搭乘 35、82、101、102 之臺中市公
車。
2. 請至「公共資訊圖書館」站下車，公車約每 15-20 分鐘一班，車程約 8~15 分
鐘 (持悠遊卡、臺灣通、ETC 卡、一卡通可享 8 公里內免費搭乘公車)
三、自行開車
1. 自國道 1 號中山高速公路北下或南上，至南屯交流道下，經五權西路右轉五
權路，接五權南路至臺中高等法院對面即可到達。
2. 本館有地下停車場可供停車 (停車入口：五權南路星巴克旁、復興園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