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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是孩子
最珍貴的寶藏」

－愛因斯坦 Ei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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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屯區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107年啟用

本市興建之圖書館
均設有親子廁所、
嬰幼兒區、兒童區，
打造友善親子共讀
環境，親子共讀能
夠凝聚家庭情感與
共識，並提升兒童
未來競爭力。

1.新設圖書館 - 建置親子友善空間

臺中文學館 瑞井分館

臺中綠美圖

106年啟用

109年啟用 111年啟用

105年啟用105年啟用

107年啟用

外埔分館

107年啟用

上楓分館

110年啟用

北區分館

西屯區溪西分館

精武圖書館

策略一
閱
讀



「兒童文學區」以兒童文學為主題，提供兒童專屬閱讀空間。

臺中文學館 - 兒童文學區策略一
閱
讀

「親子聽故事」活動每週六下午及每週日上午舉辦，帶領兒童進入
繪本世界，推廣童書共讀之樂趣，增進親子文學教育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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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精武圖書館 - 分齡分區親子服務策略一
閱
讀

由國(省)立臺中圖書館舊址老建築改造，107年2月1日全新開幕，
經費4325萬元打造892坪優質親子閱讀空間。改善主軸為：通透、
落地窗借景，以白色為傢俱基調及豐富燈光氛圍變化，分齡分區並
提升親子服務軟硬體，打造友善環境及共讀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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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西分館親子活動 - 溪西假日故事屋

溪西分館 - CC建築館策略一
閱
讀

文化局及市圖與大臺中建築師公會共同簽署CC建築館合
作協議書，共同打造「建築生活美學特色圖書館」專區，
建構一處融合生活與美學之建築文創基地。建築是組成
市民們生活的每一個空間，而執筆設計的建築師們便是
生活的幕後推手，為市民一筆一筆畫下未來的生活藍圖，
打造出兼具美學與安全的城市，落實美學要從民眾和孩
子著手，期許設計成為未來五十年讓臺灣進入世界的驅
動力。

Children & Creative

預計5月起，每月第四週週六由臺中市大臺中建
築師公會說故事志工到館內說故事。

預定107年4月29日正式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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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 幼兒教育主題圖書館策略一

由民間人士捐贈約9千萬元興建主體建物，竣
工後捐贈本市，市圖編列3千萬元預算完成後
續室內裝修及景觀工程。
以幼兒教育為發展特色，一樓設置嬰幼兒及兒
童專屬閱讀區。
提供約4千冊嬰幼兒繪本、2千冊幼兒教育圖
書、2萬冊兒童圖書、20種幼兒教育期刊，適
合親子共讀。

預定107年9月開館服務民眾

閱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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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美圖融合臺中在地特色與國際潮流，首創分齡分棟設計，設置兒童圖書與美術空間，為
最友善、可親的公共空間，讓男女老幼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所好，提供市民「在吸收知識
時，也能有美學環境；在欣賞藝術時，也能有知性的提升」，不管在知性及感性上，都能
獲得最好的體驗。

臺中綠美圖 - 兒童圖書與美術空間策略一
閱
讀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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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圖書館空間改造 - 提升親子友善環境策略一
閱
讀

市長上任後，在104年至106年期間已完成10間圖書館空間改造
(四張犁、大肚、西屯、神岡、大里、烏日、大甲、大雅、梧棲、大安分館)。
107年有1間(豐原)正在施工及1間(潭子)委託建築師規劃設計中。
本市目前已有逾半數(25間)之圖書館設置親子廁所，各圖書館皆設有哺集乳室、
嬰幼兒及兒童閱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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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市圖館藏量453萬，兒童館藏冊數122萬冊，佔總館藏量25%以上。兒童藏書由103
年起至106年成長33萬冊，成長率達37%。兒童圖書更徵集了國內外得獎繪本、經典童話
故事書、英文及日韓暢銷作家繪本等。

3.兒童藏書創新高策略一
閱
讀

106年122萬冊

成長冊數

33萬
成長幅度

37%

103年89萬冊

兒童書籍藏書量



中市圖將閱讀資源帶入社區與家庭，持續改善閱讀軟硬體及推出許多創新服務，讓臺中
市民更愛閱讀！臺中市106年借閱量1,097萬冊再創新高，童書借閱量588萬冊占總借閱
冊數53.6%，兒童書籍借閱量由103年起至106年成長約192萬冊，成長率達48%！

兒童書籍借閱量創新高策略一
閱
讀

106年588萬冊

成長冊數

192萬
成長幅度

48%

103年396萬冊

兒童書籍借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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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悅讀服務750」夜間開放鼓勵親子閱讀策略一
閱
讀

圖書館夜間開放17:30-21:00，每天提供750分鐘的服務，鼓勵父母下班後帶孩子到
圖書館共讀。

增辦夜間閱讀推廣活動，包括「親近書本、遠離3C」親子讀書會、電影賞析、銀
髮族養生講座及活動、朝九晚五樂活講座等，提高圖書館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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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六部行動圖書車數量全臺之最 - 深入偏鄉服務孩童策略一
閱
讀

臺中行動圖書車106年擴大服務範圍，深入社區，範圍涵蓋臺中29行政區最遠達梨山地區，
共服務98所國小、 4所幼兒園及4處社區。
6輛行動圖書車106年共行駛39,296公里、提供2,047場次服務，其中社區場次共計58場，
較105年的社區場次增加1倍以上；106年社區借書冊數達19,547冊，較105年的3605冊成
長約442%，成效斐然。

預定107年再增加1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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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全臺首創與統一超商合作-攜手共推兒童閱讀策略一
閱
讀

105年10月起，全臺首創與統一超商設置閱覽室合作閱讀推廣，處處皆有親子閱讀空間，
並提供申辦團體卡借閱書籍，每次借閱最高500冊。

2間
樂齡閱覽室

14間
OPEN

兒童閱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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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圖書館故事志工 –為孩子打開閱讀的耳朵策略一
閱
讀

106年首辦「聽！臺中說故事-全國故
事志工總動員」，全臺共20縣市近300
人參與，故事志工交流激盪創意。

圖書故事志工約280人；故事志工劇團10團。
各分館固定舉辦說故事活動，培養孩子閱讀
興趣。

105年10月起與中彰賓士合作故事媽媽巡迴車，
讓故事媽媽走出圖書館，搭乘賓士車深入社區、
學校、醫院、社福等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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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ookstart閱讀起步走-打造親子幸福閱讀城市策略一
閱
讀

92年全臺第一場閱讀起步走在臺中！104年入女監讓
閱讀不分裡外，105年市長夫人帶頭說故事，106年
關懷聽損兒及遲緩兒家庭，行動故事劇主動走入偏鄉。
近三年共1500場活動，15萬人次參與。

全市43個

嬰幼兒閱讀區

行動故事劇
散播親子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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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路鷹飛高高》

以臺中在地大甲鐵砧山、新社白冷圳等內容為素材，出版系列故事繪本，串起孩童
們熟悉的故事場景及最美的臺中人文風景，是臺中人的兒時記趣，適合親子閱讀，
並引發孩童對在地知識的興趣。

《呼嚕嚕，呼叫磯田謙雄》 《白冷圳的兒女》 《甜蜜家族總動員》

建構臺中在地知識學 - 出版兒童繪本策略二
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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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ulture.taichung.gov.tw/publicationBookContent.aspx?id=19896&menuID=264
http://www.culture.taichung.gov.tw/publicationBookContent.aspx?id=19882&menuID=264
http://www.culture.taichung.gov.tw/publicationBookContent.aspx?id=19008&menuID=264
http://www.culture.taichung.gov.tw/publicationBookContent.aspx?id=17095&menuID=264


媽祖遶境進香活動是全臺灣最盛大，歷史最悠久之宗教性活動外，也是世界
三大宗教活動之一，借用繪本形式，說一個祖孫三代情感及新住民融入臺灣
生活的感動，最適合親子閱讀的繪本書。

建構臺中在地知識學 - 媽祖繞境活動繪本策略二
出
版

《媽祖春遊趣》 《瘋媽祖》 《阿妹找媽媽》 19

http://www.culture.taichung.gov.tw/publicationBookContent.aspx?id=15099&menuID=264
http://www.culture.taichung.gov.tw/publicationBookContent.aspx?id=15528&menuID=264
http://www.culture.taichung.gov.tw/publicationBookContent.aspx?id=15526&menuID=264


每年4月兒童節期間於本市各表演場館巡迴，國內外優質演藝團隊+
優秀在地團隊精采演出，落實「文化平權，藝術下鄉」，

104年-107年共辦理118場次，參與人次共計105,780人次。

臺中兒童藝術節 - 賞戲聽樂同歡樂策略三
藝術
節慶

地點

更廣

時間

更長

內容

更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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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親子藝術節 - 親子歡聚藝遊去策略三
藝術
節慶

每年5-7月於屯區藝文中心、戶外廣場、演藝廳、屯區各小學巡演，戲劇教育推廣、
闖關遊戲，106年以兒童喜歡的「昆蟲樂園」為主題，參與人數約1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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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花都藝術季－皮克斯動畫交響音樂會策略三
藝術
節慶

104年花都開幕之夜「皮克斯動畫交響音樂會」10月23日在大甲體育場，
吸引2萬5000名以上民眾到場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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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花都藝術季－唐吉軻德冒險故事策略三
藝術
節慶

105年花都閉幕表演，由紙風車劇團演出經典的《唐吉軻德冒險故事─銀河天馬》
引領臺中的孩子進入寬廣的藝術領域，藉由原創及藝術性的活動展演，增添孩子豐富的想像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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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花都藝術季－冰雪奇緣電影交響音樂會策略三
藝術
節慶

轟動全球的迪士尼《冰雪奇緣電影交響音樂會》，於106年12月9日在臺中圓
滿戶外劇場演出！由電影原聲帶指揮提姆．戴維斯帶領艾莉．妃德(飾演艾莎公
主)、蘇珊．華特斯(飾演安娜)、沛森．路易斯(飾演漢思)以及馬力歐．荷西(飾
演雪寶)4位實力派歌手，搭配國家交響樂團及實驗合唱團超過百人現場演出，
現場同步播放小朋友最愛的冰雪奇緣電影，帶來一場聲歷其境的藝文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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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花都藝術季－花都奇想兒童劇策略三
藝術
節慶

於8個場館舉辦12場次演出，透過借閱好書兌換入場券方式，優質
好戲邀請親子共賞，一同欣賞充滿創意和感動的花都故事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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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參與社造–落實向下扎根

106年社區文化季成果市長與參與社造親子合照

親子參與社區總體營造，透過社區劇場、社區特色營造
等策略，強化不同年齡層市民對在地社區的關心與行動，
進而持續投入社區營造工作。

策略四
文化
走讀

北屯區平和社區社區劇場

北屯區四張犁社區社區劇場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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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臺中車站百年慶 - 老中青三代舊城新翻轉策略四
文化
走讀

以鐵路高架化後產生的「綠空鐵道軸線」為主題，歡慶臺中火車站第二代站體落成百
年，結合綠環保元素，串聯文化城中城內的藝術亮點等，總參與人數48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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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共遊 - 彩虹爺爺慶生會策略四
文化
走讀

獲頒臺中市榮譽獎章的「彩虹爺爺」黃永阜，歡度96歲大壽，文化局準備了彩虹爺爺
繪畫圖案的造型蛋糕，現場小朋友熱情獻唱生日快樂歌，彩虹爺爺開心發送限量壽桃，
現場還有寫滿民眾「爺爺生日快樂，身體健康！」祝福的蛋糕造型黑板，氣氛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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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吸引萬全國國小學童近10總人次參與，使得該競賽活動成為國內首屈一指之年
度兒童藝術教育成果驗收場域，每年9-10月辦理初賽收件，12月複賽於葫蘆墩文化
中心現場創作，複賽採現場創作，遠到而來的兒童全家出動，凝聚親子及家庭情感，
也行銷了臺中市。今年邁向第25年，今年得獎作品獲邀進入總統府展覽。

第25屆複賽現場-家長觀看子女繪畫 第25屆全國兒童聯想創作畫得獎
作品總統府展覽開幕副總統致詞

市長親切訪談本市得獎兒童並讚賞創作

全國兒童聯想創作畫比賽活動–親子共創藝策略五
創作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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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戲劇原創特優劇本-小魚小魚海中游，105年4月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委託小青蛙劇
團製作，於105年4月至106年12月巡迴演出。在劇團精心打造之下，吸引超過5千
多名觀眾欣賞，廣受好評，並促進親子互動，創造和樂、密切的親子關係。

《小魚小魚海中游》巡迴

媽祖文創徵件 - 兒童劇本優選策略五
創作
比賽

31



32

徵件類別包含國中小、高中職、大專及社會組，鼓勵民眾以水彩藝術創作表現媽祖
宮廟建築、文物、民俗活動之美。103年至106年徵件4689件，得獎作品達348件

彩筆畫媽祖水彩徵件比賽策略五
創作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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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廣家庭親子共讀，市圖在107年舉辦「第二屆公孫故事會」，多達20組祖孫參
與比賽，每組參賽者透過各種母語說故事，場面溫馨逗趣，也更增進祖孫間的情感，
副市長林依瑩也帶著孩子到場共襄盛舉，她說，說故事準備過程是家庭成員間最棒
的回憶，未來也希望在台中各區繼續舉辦。

公孫故事會溫馨比賽，20組祖孫用母語說故事策略五
創作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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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墩盃學生書法比賽策略五
創作
比賽

本活動針對設籍臺中市或就讀臺中市各國中、小學，對書法藝術有興趣之學生舉
辦，自95年以來，每年都獲得熱烈迴響，96年至106年累計有7,079位學生參加，
107年邁入第12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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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文學獎」徵文活動今年舉辦第七屆，其中童話類由成人撰寫童
話故事，與其他文類得獎作品出版專集，提供親子閱讀。第一名獎金
高達6萬元，共7名得獎者，總獎金21萬元。

第七屆臺中文學獎 - 童話類徵文策略五
創作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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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的很多東西都可以等

但孩子不能等

現在，他的骨頭正在生長，

現在，他的血液正在製造，

現在，他的心智正在發展，

對他，我們不能說明天，

他的名字叫今天

米斯特 - 智利女詩人
< 194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Gabriela Mistral (1889 -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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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知識領航城市，打造臺中下一個百年文化城

堅信「一步一腳印，積沙成塔」，美麗的願景一幕幕啟動，

友善親子環境在市民心田裡烙印深耕，朝向一個友善親子之都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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