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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悅讀 e 起來-兒童電子書推廣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合作單位合作單位合作單位合作單位：：：：臺北縣立圖書館、新莊市立中港圖書館、土城市立圖書館 

服務團隊服務團隊服務團隊服務團隊：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愛閱服務隊 

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2010 年 7、8 月  

服務地點服務地點服務地點服務地點：：：：新莊市立中港圖書館、土城市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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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悅讀 e起來-兒童電子書推廣 

    

貳貳貳貳、、、、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叁叁叁叁、、、、提案團隊提案團隊提案團隊提案團隊    

一一一一、、、、團隊名稱團隊名稱團隊名稱團隊名稱：：：：愛閱服務隊 

二二二二、、、、團隊成員團隊成員團隊成員團隊成員：：：：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 

三三三三、、、、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曾淑賢老師    

四四四四、、、、合作單位合作單位合作單位合作單位：：：：臺北縣立圖書館、新莊市立中港圖書館、土城市立圖書館    

    

肆肆肆肆、、、、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服務時間：：：：2010 年 7、8月 

    

伍伍伍伍、、、、服務地點服務地點服務地點服務地點：：：：新莊市立中港圖書館、土城市立圖書館 

 

陸陸陸陸、、、、服務對象服務對象服務對象服務對象：：：：國小中高年級學生，以鄉鎮市圖書館附近社區之低收入戶或較缺乏照顧之國小

中高年級學生為優先 。 

 

柒柒柒柒、、、、服務動機服務動機服務動機服務動機    

    知識基礎源自於「閱讀」，而當閱讀的價值受到關注之際，網路及資訊科技的發展，數位媒

體逐漸成為主要的閱讀來源。數位資源是龐大的知識庫，透過內容的超連結，使用者可以進一

步發掘更詳細的資料，並進行知識彙整與詮釋。 

    其中就電子書而言，無論是內容編排或閱讀方式，大多與我們習慣的紙本書籍並無二致，

加上電子書有無實體、易流通及便於管理的特性，可減少圖書館在館藏及典藏等問題。近年來

圖書館的數位資源發展日益成熟，電子書等數位資源所節省的管理成本，與有效拓展館際合作

的範圍，讓圖書館更有餘裕提供讀者更多元的資訊服務。 

    目前許多公共圖書館均以購買或是租用許多出版社以及資料庫廠商的兒童中英文的電子書，

如中文電子書有格林出版社的咕嚕熊共讀網，而英文的電子書有 Tumble Books、NetLibrary

等，大多數的電子書內容豐富且多元，透過文字、影像、聲音及動畫等方式來吸引使用者的注

意，搭配簡單、容易操作的介面，更有精彩的知識內容與使用者的互動，使得學習更有樂趣，

更有效率。 

    雖然現在公共圖書館不乏數位學習資源，但基於各種限制，大多數公共圖館的數位學習使

用率並不高，許多讀者是處於不知道有該項資源或是不知道如何使用該資源的狀態，以致資源

的浪費。 

    有鑑於電子書閱讀日趨重要，以及圖書館電子資源推廣的困難，為提升兒童電子書的使用

率，以發揮兒童電子書的效益，因此向國小中高年級讀者推廣兒童電子書有其必要性。 

    

捌捌捌捌、、、、服務目標服務目標服務目標服務目標    

    目前臺北縣立圖書館及臺北市立圖書館有提供內容豐富且多元的兒童電子書，到目前為止，

使用率並不高，在圖書館的上網區永遠坐滿了孩子，但孩子們都只知道玩一些網路小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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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知道網路有好多資源可以好好利用。原因包含可能讀者不僅不會使用這些免費的資源，甚

至可能不知道有這些資源。許多會來圖書館玩電腦的孩子，不少是因家裡經濟因素所以沒有電

腦，或是平常家長忙碌，無暇照顧，只好把孩子放在圖書館。因此希望能藉由在中港圖書館以

及土城市立圖書館的兒童電子書的推廣服務，能讓當地的學子、家長、館員、老師和居民等，

瞭解臺北縣立圖書館及臺北市立圖書館有提供哪些兒童電子書，並且知道如何使用，接著藉由

鄉鎮市圖書館的推廣和人際間的傳播，將這些豐富的資訊資源推廣出去，以期不只能提升兒童

電子書的使用率，也能發揮兒童電子書的功能，提升學子的閱讀動機，以豐富學子的內在知識。 

 本計畫之電子書閱讀推廣服務目標如下： 

 (一) 使低收入戶或較缺乏照顧之國小學童知道臺北市立圖書館及臺北縣立圖書館提供哪些 

      電子書，以及在網路上免費提供的電子書。 

 (二) 使低收入戶或較缺乏照顧之國小學童認識電子書，並熟悉各種電子書的操作方式。 

 (三) 指導當地的館員、志工等居民，熟悉各種兒童電子書的操作方式，以利於未來的指導學。 

      子認識並使用兒童電子書，以達到兒童電子書推廣的目的。 

 (四) 提升低收入戶或較缺乏照顧之國小學童對於電子書的閱讀動機。 

 (五) 培養低收入戶或較缺乏照顧之國小學童閱讀優良課外電子書的習慣，使融入學習及生 

      活脈絡中。 

    

玖玖玖玖、、、、服務內容服務內容服務內容服務內容：：：：        

  「閱讀 e起來」主要在於推廣兒童電子書閱讀服務，服務對象為國小中高年級學生，同時

為了使兒童電子書能永續推廣，最後會以心得分享的方式與社區服務人員交流。此企劃案與新

莊市立中港圖書館與土城市立圖書館合作，將閱讀帶入鄉鎮市圖書館。以一對多的課程式的方

式進行服務，在課程當中會帶領服務對象一起閱讀臺北縣立圖書館及臺北市立圖書館所擁有中

英文的電子書及網路上的免費電子書。每次閱讀完畢後，以有獎徵答、自願分享的方式進行現

場互動，最後以好書介紹的方式，引導服務對象課後持續使用電子書，並在網路上建立一個課

程平台，以問答、留言、心得分享的方式與服對象進行線上交流。 

            

        一一一一、、、、選用之電子書選用之電子書選用之電子書選用之電子書            

                ((((一一一一))))中文中文中文中文 

電子書電子書電子書電子書    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    

咕嚕熊共讀網 

美女還是老虎 

彼得與狼 

夢幻城堡 

文建會兒童文化館/ 

北市圖兒童電子圖書館

-電子圖畫書 

最特別的同學/ 

我不是故意的 

(知道其內容來自咕嚕熊共讀網) 

閱讀金字塔 
盡責的小藝術家 

拾葚供親 

教育成語典/教育部國 (教導如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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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辭典簡編本 

    

                ((((二二二二))))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電子書電子書電子書電子書    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    

TumbleBook 
Abra Cadabra and the Tooth Witch Biggest 

Job of All, The 

ICDL 
The big boasting battle 

A Christmas journey 

NetLibrary Sarah Laughs 

北市圖兒童電子圖

書館-電子圖畫書 

Bedroom Makeover Crafts Girl Crafts 

(知道其內容來自 NetLibrary) 

    

        二二二二、、、、活動進行方式活動進行方式活動進行方式活動進行方式：：：：    

      對各館每週一次，進行課程活動，活動進行方式如下： 

    (一) 熱身：進行前次課程好書介紹的提問與分享。 

      (二) 課程進行： 

   1.課程中利用電腦及投影幕介紹中文和英文電子書(數位繪本)。 

   2.導讀中文電子書，並進行問題與討論。 

     導讀英文電子書，除了原文朗讀外也會有中文的翻譯和解說，增進讀者的英語 

     能力及對英文的興趣。 

   4.此外，也教導學生使用電子的工具書-教育成語典/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 

      增進網路資源的應用能力。 

      (三) 問題與討論：有獎徵答、心得分享。 

      (四) 學生填寫學習單。 

  (五) 好書介紹：分享 1~2 本好書讓學生自我學習。 

      (六) 課後活動：「悅讀 e起來」部落格，提供課程相關資訊及交流，利用非同步教學 

            之概念讓讀者能在平台上提問、討論與分享。 

    

拾拾拾拾、、、、計畫執行方式計畫執行方式計畫執行方式計畫執行方式    

        一一一一、、、、活動活動活動活動籌備籌備籌備籌備    

  (一) 企劃書撰寫：訂定服務方向與內容。 

(二) 聯繫合作單位：臺北縣立圖書館、新莊市立中港圖書館、土城市立圖書館。 

  (三) 課程準備：挑選電子書並設計每週課程教案及評量表等。 

    (四) 服務宣傳：在服務之鄉鎮市圖書館及附近鄰里、學校張貼海報、發放 DM及利用部落

格宣傳。                    

        二二二二、、、、活動參加對象活動參加對象活動參加對象活動參加對象    

    以國小三至六年級學童為對象，採事先報名方式，由合作圖書館負責報名事宜，低收入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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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較缺乏照顧兒童優先錄取。錄取人數視合作圖書館的電腦教室資源而定，如報名人數 

    眾多，則考慮增加錄取人數。  

  三三三三、、、、活動辦理活動辦理活動辦理活動辦理    

每週一次，進行課程活動，依照課程進度進行每週活動，並於部落格分享活動經驗。 

  四四四四、、、、永續推廣永續推廣永續推廣永續推廣 

    對館員與志工實施教育訓練以達到兒童電子書的推廣。    

        五五五五、、、、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一)每次活動結束後記錄活動成果並檢討缺乏後調整課程進行方式。 

          (二)隨時評估網路平台之互動情形並加強與學生互動。 

    (三)問卷調查以了解有無需改進地方。 

        六六六六、、、、撰寫成果報告撰寫成果報告撰寫成果報告撰寫成果報告    

將此次服務經驗，利用海報方式於學校展示，並於課堂上對學弟妹及同學分享經驗，期能 

帶動更多同學投入弱勢兒童的服務。 

        七七七七、、、、作業期程作業期程作業期程作業期程    

                ((((一一一一))))整體規劃整體規劃整體規劃整體規劃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2010/05/01-10 組隊 

2010/05/10-12 討論並確定服務的方向 

2010/05/13-18 

(1)與北縣圖推廣課連繫，開始進行安排 

(2)確定服務的內容 

(3)架設協作平台 

(4)擬出推廣服務的各項工作 

(5)開始撰寫企劃書 

2010/05/18-21 完成企畫書的初稿 

2010/05/24-2010/06/04 企劃書修改並完成 

2010/06/01-30 

(1)服務宣傳、報名 

(2)開始各項課程準備： 

  a.二個月的課程設計 

  b.部落格架設 

  c.設備 

  d.規劃每週的課程講義、操作手冊、導讀人員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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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08 

執行 

(1)依照規劃進行每週的課程 

(2)隨時經營部落格 

(3)依照課程規劃進行 

  a.導讀人員準備 

  b.課程講義準備 

  c.有獎徵答準備 

  d.操作手冊準備 

(4)每週開會：記錄服務成果與檢討 

(5)志工分享與教育訓練 

    

                        

((((二二二二))))每每每每週週週週課程安排課程安排課程安排課程安排    

週次週次週次週次    中港中港中港中港((((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土城土城土城土城((((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電子書電子書電子書電子書資料庫及網站資料庫及網站資料庫及網站資料庫及網站    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    

1 7/4 7/4 場勘 

2 7/11  TumbleBook 
Abra Cadabra and the Tooth 

Witch 

3 7/18 7/18 咕嚕熊共讀網 

美女還是老虎 

彼得與狼 

夢幻城堡 

4 7/25 7/25 TumbleBook Biggest Job of All, The 

5 8/1 8/1 

文建會兒童文化館/ 

北市圖兒童電子圖書館 

-電子圖畫書 

最特別的同學/ 

我不是故意的 

(知其內容來自咕嚕熊共讀網) 

6 8/8 8/8 ICDL The big boasting battle 

7 8/15 8/15 閱讀金字塔 
盡責的小藝術家 

拾葚供親 

8 8/22 8/22 ICDL A Christmas journey 

9 8/29 8/29 NetLibrary Sarah Laughs 

備案 
北市圖兒童電子圖書館- 

電子圖畫書 

Bedroom Makeover Crafts Girl 

Crafts 

(知其內容來自 NetLibrary) 

備案 
教育成語典/ 

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 
(教導如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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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拾壹拾壹拾壹、、、、經費經費經費經費概概概概估估估估：：：：    

經費預估經費預估經費預估經費預估////每館每館每館每館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品名品名品名品名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單價單價單價單價    總價總價總價總價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前前前前    

置置置置    

宣傳海報 10 150 1500     

車資 8 360 2880     

教材(每次上課) 20 10 200     

使用手冊(含封面…) 20 20 400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中中中中    

海綿寶寶 12 色蠟筆 10 50 500     

資料夾 10 39 390     

文具組合包（2筆 1擦…） 10 40 400     

海綿寶寶書套 10 50 500     

書籤 10 50 500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後後後後    

北縣圖謝卡 2 30 60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7330     

    

拾貳拾貳拾貳拾貳、、、、團隊組織團隊組織團隊組織團隊組織    

        一一一一、、、、組織分工組織分工組織分工組織分工    

 

隊長：負責整合大家的意見，對外聯絡、活動時程規劃等事宜。 

教學：負責規劃課程內容，電子書的操作手冊製作。 

文書：負責會議記錄，網站的維護等工作。 

美宣：負責設計宣傳海報，與活動所需的道具。 

總務：負責規劃預算，控制每次的經費支出。 

指導老師

曾淑賢

隊長

陳莞捷

教學

張維容

文書

洪偉翔

美宣

張碩真

總務

廖梅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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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協作平台協作平台協作平台協作平台    

     協作平台主要是提供團隊進行推廣閱讀意見交流的一個空間，包含每次會議記錄及公告、

行程的規劃、團隊的書面檔案與教材、工作分配以及團員間的意見交流等。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愛閱服務隊(悅讀 e起來)：http://sites.google.com/site/linslove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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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拾拾拾拾參參參參、、、、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一一一一、、、、課程學習單課程學習單課程學習單課程學習單 

 

 

 

 

 

 

 

 

 

如果我是公主如果我是公主如果我是公主如果我是公主，，，，我會我會我會我會…… 

 

 

 

 

 

   

 

 

 

 

 

 

 

 

 

 

 

 

 

 

 

 

 

                                          設計者設計者設計者設計者：：：：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愛閱服務隊愛閱服務隊愛閱服務隊愛閱服務隊 

 



 

11 

 

 

                                           

二二二二、、、、課程報名表課程報名表課程報名表課程報名表 

                ((((一一一一))))新莊市立中港圖書館新莊市立中港圖書館新莊市立中港圖書館新莊市立中港圖書館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男男男男     □□□□女女女女 

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H) (O) 

家長手機家長手機家長手機家長手機  

家長姓名家長姓名家長姓名家長姓名  家長簽章家長簽章家長簽章家長簽章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愛愛愛愛閱閱閱閱服務隊服務隊服務隊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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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土城市立圖書館土城市立圖書館土城市立圖書館土城市立圖書館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男男男男     □□□□女女女女 

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就讀學校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H) (O) 

家長手機家長手機家長手機家長手機  

家長姓名家長姓名家長姓名家長姓名  家長簽章家長簽章家長簽章家長簽章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愛愛愛愛閱閱閱閱服務隊服務隊服務隊服務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