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臺中市 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各分館活動一覽表 

(活動場次陸續更新中，本表僅供參考，活動時間依各分館公告為主) 

館別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備註 

市圖總館 

(04-24225092) 

「為孩子朗讀！」臺中市閱讀起步走啟動記者會 7/5(五)14:00 北屯兒童分館 1樓大廳  

親子創意閱讀趣活動 7/14(日)9:30-12:00 總館 1樓  

父母成長講座：親子好聚繪、同理心最美 
8/17(六) 

14:00-16:00 

總館 1樓嬰幼兒閱讀區 

講師：劉俊雄老師 

※親子場次 

寶貝故事屋-親子共讀 BOOKSTART場次 

7/20(六)、7/27(六)、

8/10(六)、8/31(六)、

9/7(六)、9/14(六) 

10:30-11:10 

 

父母成長講座：閱讀悅有趣 9/21(六)14:00-16:00 
講師：林鈺城老師 

※親子場次 

大甲分館 

(04-26870836) 

為孩子朗讀-孩子好幸福 7/28(日)10:00-11:00 

3樓多功能活動室 

 

為孩子朗讀-I Reading 8/18(日)10:00-11:00 講師:徐珮嘉老師 

父母成長講座：寶寶閱讀樂～談 0~3 歲嬰幼兒適

齡圖書與共讀技巧 
9/8(日)10:00-11:30 講師：劉書萍老師 

為孩子朗讀-寶寶愛閱讀 9/29(日)10:00-11:00 講師:陳惠紋老師 

大安分館 Bookstart閱讀起步走~寶寶回娘家閱讀闖關趣 8/17(六)10:00-11:00 1樓兒童閱覽室  



(04-26713290) 

Bookstart閱讀起步走~為孩子朗讀 8/25(日)10:00-12:00 1樓兒童閱覽室 

1. 「喜閱平安」有看冊

有保佑土地公搏杯

比賽 

2. 父 母 成 長 講 座 講

師：徐珮嘉 

3. 祖孫說故事講師： 

4. 劉淑芬 

大里分館 

(04-24962651) 

父母成長講座：幼兒常見傳染性疾病 7/20(六) 14:00-16:00 

2樓會議室 

講師：黃芳亮醫師 

父母成長講座：繪本共讀樂 8/3(六)10:00-11:00 講師：顏千惠老師 

父母成長講座：親子共讀我最「繪」 8/10(六)10:00-11:00 
博生婦產科 

(臺中市大里區德芳南路 352號) 
講師：陳羿潔老師 

大墩分館 

(04-23710370) 

親子共讀童樂會 7/20(六)10:00-11:00 

2樓故事屋 

講師：陳東玉老師 

大鵬玩故事 7/27(六)10:00-11:00 講師：王益鵬老師 

樂玩沃茲音樂藝術時間 8/17(六)10:00-11:00  

親子共讀說故事活動 8/31(六)10:00-11:00 講師：林秀玲老師 

大雅分館 

(04-25683207) 

親子歡樂派 七八月每週四 10:00~11:00 本館三樓多功能教室  

兒歌唸謠故事劇~寶寶闖關大集合 7/14(日)10:00-11:30 戶外廣場 主持:林素梅老師 

親子成長講座： 

為孩子朗讀~動靜皆宜，談素養和教養 
7/20(六)10:00-11:00 

本館三樓多功能教室 

本館三樓多功能教室 
講師：姚鳯玲老師 



親子成長講座：分階段為愛朗讀 8/10(六)10:00-11:00 講師：陸育克陸爸爸 

寶寶回娘家~成長歡樂派對 8/31(六)10:00-11:00 
帶領老師:林素梅老師

及吳幸姬老師 

Butterfly英文故事劇場~爸爸說演趣 8/4(日)10:00-11:00 Butterfly故事劇團 

清水分館 

(04-26271597) 
寶寶回娘家：音樂與魔術欣賞 7/27（六）10：00~11：00 清水分館三樓視聽室 

演出：紀寶源老師、盧

泓仁老師 

新社分館 

(04-25817868) 

親子說故事 / 陸爸爸說演故事 8/3(六) 09:30-10:30 本分館 1樓兒童閱覽區  

創意闖關遊戲 8/3(六) 09:30-10:30 本分館 1樓兒童閱覽區旁  

親子共讀講座 8/3(六)10:35-11:25 
B1地下室會議室(備用場地: 1
樓兒童閱覽區) 

 

小小故事角色扮演 8/3(六)10:35-11:25 
本分館 1樓兒童閱覽區(備用場

地: 1樓兒童閱覽區旁) 
 

后里分館 

(04-25574671) 

Bookstart 寶貝愛閱日 7/28(日)10:00~11:00 本館 2 樓研習教室  

親子共讀-說故事活動 8/10(六)10:00~11:00 本館 1 樓兒童閱覽區 故事老師：張金雪老師 

親子共讀-說故事活動 8/17(六)10:00~11:00 本館 1 樓兒童閱覽區 故事老師：陳惠紋老師 

Bookstart 父母講座 
親子共讀開外掛~嬰幼兒語言、認知、社會情緒

全面升級的教養攻略!!! 
8/17(六)15:00-16:00 本館 2 樓研習教室 講師：張慧如老師 

外埔分館 為孩子朗讀：A夢拔拔帶著娃娃看天下 7/27(六)9:00-11:00 外埔分館臨時服務處  



(04-2683-3596) 
親子講座 9/20(五)暫定 19:00-20:00 外埔區安定國小 講師：譚淑娟 

葫蘆墩分館 

(04-25260136) 

親子讀書會：繪本導讀/梅西的遊樂園＆科學好好

玩 DIY 
7/6（六）13：30-14：30 

B1多功能活動室 

講師：林惠卿 

親子故事屋說故事活動 每週六、日 15：00-16：00  

親子讀書會：繪本導讀/水蛙記＆紙粘土 DIY 7/20（六）13：30-14：30 講師：陳玉麗 

親子讀書會：自然手作/偶眼協調我最行 8/3（六）13：30-14：30 講師：吳惠華 

親子讀書會：繪本導讀/七爺八爺＆造型汽球 DIY 8/20（六）13：30-14：30 講師：陳玉麗 

親子讀書會：繪本導讀/七爺八爺＆造型汽球 DIY 8/20（六）13：30-14：30 講師：陳玉麗 

父母成長講座：讀繪本，讓我們成為優勢的家長

~IQ/EQ/AQ/RQ/CQ/LQ一起擁有！ 
8/31(六)14:00-16:00 葫蘆墩文化中心 1樓演講廳 講師：吳淑娟醫師 

親子讀書會：繪本導讀/彩虹魚的新朋友＆小小水

族箱製作 
9/7（六）13：30-14：30 

B1多功能活動室 

講師：翁欣如 

親子讀書會：繪本導讀/日系幽默繪本馬拉松：猜

猜我在比什麼？+鬍子美容院+毛毛的爆炸頭 
9/21（六）13：30-14：30 講師：鄭光庭 

親子讀書會：繪本導讀＆創意表演 10/19（六）13：30-14：30 講師：洪琬瑜 

親子共讀＆桌遊活動 7/13（六）10：00-11：30 講師：故事志工 

親子共讀＆桌遊活動 8/10（六）10：00-11：30 講師：故事志工 

親子共讀＆桌遊活動 
9/21（六） 

10：00-11：30 
講師：故事志工 



親子共讀＆桌遊活動 
10/12（六） 

10：00-11：30 
講師：故事志工 

豐原分館 

(04-25252195) 

走入繪本世界裡～童話故事造型秀 7/20（六）9：00-11：30 3樓演藝廳  

Bookstart親子主題書展 7-8月 A樓 1、2樓  

麻芛之歌~導覽/麻芛麻糬 DIY/麻芛圖騰版畫 DIY 8/3（六）14：30-17：00 B棟多功能活動室 

活動 DIY收費：參加者

每人酌收材料費 200

元。 

爆米花親子讀書會~繪本、律動、手作 每週四 10:30-11:10 A樓 3樓魔法故事屋  

閱讀推手～故事魔法屋 每週日 14:30-15:00 A樓 1樓  

霧峰以文分館 

(04-2333-2426) 

父母成長講座~嬰幼兒成長面面觀 8/25(日)10:00-11:00 2樓會議室 講師:陳德慶醫師 

為孩子朗讀 為愛共讀-閱讀起步走活動 8/24(六)10:00-11:00 3樓大禮堂  

大嘴巴親子共讀班 每週五 10:00-11:00 多功能教室 講師:張美玲 

大嘴巴說故事 每週六 10:00-11:00 兒童室 故事志工群 

烏日分館 

(04-2336-8773) 

父母成長講座： 

閱讀與性平搖籃--從「了不起的妳」談起 …… 
7/27(六) 10：00-12：00 5樓研習教室 講師：黃瑞汝 

親子共讀寶貝悅讀趣 8/10(六) 9：30-11：30 B1禮堂  

父母成長講座： 

認識兒童發展，與孩子一起快樂成長 
8/17(六)14：00-15：00 5樓研習室 講師：洪曼婷 

東區分館 Book Start 親子閱讀日-為孩子朗讀 8/4(日)10:00-11:00 2 樓說故事區 開場活動：興大附農幼



(04-22830824) 保科幼 YO 開場舞 
說故事講師：陸育克(陸
爸爸) 

親子共讀 I：台中故事協會-故事百寶箱 8/10(六)15:30-16:30 講師：李宜靜老師 

親子共讀Ⅱ：雅鈴老師的歡樂故事派對 8/17(六)15:30-16:30 講師：黃雅鈴老師 

親子共讀Ⅲ：親子共讀玩瑜珈 8/31(六)15:30-16:30 講師：王芝敏老師(Mini) 

親子共讀Ⅳ：興大故事屋 9/7(六)15:30-16:30 
講師：興大附農幼保科

團隊 

父母育兒講座： 
爸媽一定要知道的疫苗二三事 

9/8(日)10:00-11:00 講師：魏嵩璽醫師 

西區分館 

(04-23224531) 

【英文繪本饗宴】I Went Walking(108 年閱讀起

步走) 

7/6(六) 

10:30~11:30 

1F兒童閱讀區 

講師：故事方舟師資群 

【故事萬花筒】想生金蛋的母雞(108 年閱讀起步

走) 

7/13(六) 

10:30~11:10 

講師：台中故事協會張

彩真老師 

【讓托育更美好】保爸保媽說故事-小紅帽(108

年閱讀起步走) 

7/20(六) 

10:30~11:10 

合辦單位:臺中市第二

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3C當道，如何以共讀提升孩子的專注力和閱讀

力？ 

7/21(日) 

10:30~11:30 
3F視聽室 講師 : 陳東玉 

【故事萬花筒】狐狸孵蛋(108年閱讀起步走) 
7/27(六) 

10:30~11:10 

1F兒童閱讀區 

講師：台中故事協會陳

麗莉老師 

【故事萬花筒】小廚師阿諾(108年閱讀起步走) 
8/3(六) 

10:30~11:10 
講師：林月如老師 

【故事萬花筒】隔壁的狸貓(108年閱讀起步走) 
8/10(六) 

10:30~11:10 

講師：台中故事協會林

麗娜老師 



【讓托育更美好】保爸保媽說故事-子兒吐吐(108

年閱讀起步走) 

8/17(六) 

10:30~11:10 

合辦單位:臺中市第二

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故事萬花筒】突突山上的秘密基地(108 年閱讀

起步走) 

8/24(六) 

10:30~11:10 

講師：台中故事協會廖

燕君老師 

【英文繪本饗宴】Little Red Hen(108 年閱讀起

步走) 

8/31(六) 

10:30~11:30 
講師：故事方舟師資群 

北區分館 

(04-22362275) 

故事闖關市集 7/13(星期六)9:00-11:30 

2樓兒童閱覽區 

講師：臺中故事協會老

師 

繪本故事森林 7/20(星期六)9:00-11:30 講師：北區故事志工 

父母成長講座：用方法讀懂孩子的心 8/3(星期六)9:00-10:00 

5樓多功能活動室 

講師: 林佩怡心理師 

父母成長講座：培養孩子主動學習力 8/10(星期六)9:00-10:00 講師: 林佩怡心理師 

父母成長講座：了解孩子的情緒密碼 8/17(星期六)9:00-10:00 講師: 林佩怡心理師 

中區分館 

(04-22252462) 

用愛為孩子朗讀-小手動動闖關活動 7/28(日)10:00~12:00 中區公所六樓大禮堂  

用愛為孩子朗讀-成長歡樂派對 8/24(六)10:00~11:30 本館兒童室 
講師:林素梅老師及吳

幸姬老師 

用愛為孩子朗讀-爸比的繪本時間 8/18(日)10:00~11:00 本館兒童室 
講師：Butterfly故事

劇團 

南區分館 

(04-22623497) 

魔法英文故事派對 8/3(六)10:00-11:00 本分館 2樓兒童區  

父母成長講座：親子共學的美好 8/31(六)10:00-11:00 本分館 2樓兒童區  

梧棲親子館 大腳小手共讀趣(一) 8/10(六)9:00~10:00 3F展示區  



(04-26571900) 
大腳小手共讀趣(二) 8/10(六)10:30~11:30  

嬰幼兒說故事活動 9/7(六)13:30~14:30 1F故事屋  

梧棲分館 

(04-26568701) 
親子共讀成長講座 8/24(六)14:00~15:00 2F嬰幼兒區 

講師:張雅淳心理諮商

師 

大肚瑞井分館 

(04-26913572) 
非『書』Book (不可)~閱讀從你開始 8/25(日)10:00-11:00 1樓兒童閱覽室  

大肚分館 

(04-26995230) 

同讀․享閱․散播幸福種子 8/31(六)9:30-12:00 

2樓兒童閱覽室 

 

親職講座-收服你家的寶可夢 8/17(六)14:00-16:00 講師:張仁彰 

親職講座-用對方法，讀懂孩子的心 9/21(六)14:00-16:00 講師:澤爸 

北屯分館 

(04-22444665) 

「閱讀起步走」啟動儀式 7/13(六)10:00-12:00 本分館地下室自習區 講師：大鵬老師 

父母成長講座 7/14(日)10:00-12:00 

本分館一樓親子閱讀區 

講師：黃麗娟老師 

說故事活動 8/3(六)14:00-15:00 北屯分館故事媽媽 

說故事活動 8/31(六)14:00-15:00 北屯分館故事媽媽 

北屯兒童分館 

(04-22328546) 

閱讀起步走啟動儀式 8/17(六)10:00-12:00 

3樓演藝廳 

講師：大鵬老師 

父母成長講座 8/18(日)10:00-12:00 講師：林秀玲老師 

父母成長講座 8/24(六)10:00-12:00 講師：黃麗娟老師 



精武圖書館 

(04-22293875) 

小太陽故事劇：朱家故事 7/20(六)14:30-15:30 1樓兒童室 講師:精武故事志工群 

父母成長講座-給孩子健康的未來(暫定) 10/5(六)10:00-11:30 4樓大講堂 

講師:楊佩珊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

院中醫兒科) 

故事繪本闖關活動 8/10(六)14:30-16:30 

1樓兒童室 

講師:精武故事志工 

小太陽故事屋 9/21(六)14:30-15:30 講師:洪偉富 

父母成長講座： 

「規律作息」帶出穩定、獨立又自信的小孩 
9/29(日)14:00-16:00 4樓大講堂 

講師：Sandy 仙娣 

※親子場次 

父母成長講座-夫妻關係的經營(暫定) 
10/26(六) 

14:00-16:00 
4樓大講堂 

講師:書香關懷協會黃

瑞汝老師 

沙鹿深波分館 

(04-26634606) 

袁爸爸的夏日故事雙重奏 
7/21(日)9:00-10:00、 

11:00-12:00 
地下室多功能教室 

講師：陳佩琪、袁海峰 

父母成長講座:在愛裡閱讀 8/10(六)10:00-11:30 
講師：翁秀如、親子讀

書會爸爸群 

打開英語小耳朵 8/17(六)14:00~15;00  英語故事志工群 

南屯分館 

(04-22533836) 

108年南屯分館閱讀起步走【萌寶莊園大冒險】 7/20(六)10:30-11:30 三樓會議室 闖關活動 

【萌寶莊園運動派對】 8/10(六)10:30-11:30 三樓會議室  

寶寶悅讀樂 每週六 10:30-11:30 

一樓兒童閱覽區 

 

親子悅讀樂陶陶 9/6(五)10:00-11:00 講師：劉淑芬老師 



李科永紀念圖書

分館 

(04-22525966) 

父母成長講座: 5歲前模仿的關鍵時光 8/10(六)14:00-16:00 三樓多功能活動室 講師：曾陵珍 

幼師創意說故事接力 7-9月，每周六 10:30-11:30 一樓嬰幼兒閱讀區  

Bookstart為孩子朗讀~跟著繪本去闖關 9/22(日)10:00-12:00 一樓空間  

龍井分館 

(04-26353020) 

親子成長營講座-爸爸一定有辦法 

 

8/24(六)09:00-09:50 

龍井區公所 3樓會議室 

講師:陳雅莉老師 

8/24(六)10:00-10:50 講師:陳雅莉老師 

8/31(六)09:30-10:30 講師:陳雅莉老師 

龍井龍津分館 

(04-26300993) 
親子成長營講座-爸爸一定有辦法 8/24(六)11:00-11:50 龍井區農會龍津辦事處 4樓 講師:陳雅莉老師 

龍井山頂分館 

(04-26520771) 
親子成長營講座-爸爸一定有辦法 8/31(六)11:00-12:00 龍井區新庄活動中心 1樓 講師:陳雅莉老師 

西屯分館 

(04-27011102) 

寶寶回娘家 X親子共讀樂 8/10(六)10:00-11:30 

3F 多功能活動室 

講師：臺中市第二區居

家托育服務中心 

親子共讀跟我這樣做 8/3(六) 10:00-12:00 
講師：臺中市北區親子

館 

【親職講座】-解開照護者與嬰幼兒的情緒密碼 7/13(六)14:00-17:00 
講師：臺中市北區親子

館 

【親職講座】-幼兒語言發展及發展異常的處遇 8/17(六)14:00-17:00 
講師：臺中市北區親子

館 

【親職講座】-兒童急救技巧與演練 9/14(六)9:00-17:00 
講師：臺中市北區親子

館 

【親職講座】-與 3-6歲孩子玩音樂 10/5(六)9:00-17:00 
講師：臺中市北區親子

館 



【親職講座】-兒童事故傷害與防治 10/19(六)14:00-17:00 
講師：臺中市北區親子

館 

【親職講座】-寶貝成長大推手:多元育兒評估照

顧指導 
9/21(六)9:00-12:00 

講師：臺中市第二區居

家托育服務中心 

快樂寶貝親子遊戲團體(限 0-4歲) 

7/13(六)、8/17(六)、

10/19(六)、11/23(六) 

10：00-11：30 

 
講師：臺中市北區親子

館 

溪西分館 

(04-23553011) 

快樂寶貝親子遊戲團體(限 0-4歲) 

7/27(六)、9/28(六)、

11/16(六) 

10：00-11：30 

3F 多功能活動室 

講師：臺中市北區親子

館 

親子共讀跟我這樣做 7/27(六)14:00-16:00 
講師：臺中市北區親子

館 

父母成長講座- 

畫出親子的那條線，陪孩子建立生活好習慣 
8/18(日) 10:00-12:00 講師：盧佩秋老師 

【親職講座】-幼兒發展全方位:發展篩檢小工具 8/24(六)9:00-12:00 
講師：臺中市第二區居

家托育服務中心 

寶寶回娘家 X親子共讀樂 9/8(六) 10:00-11:30 
講師：臺中市第二區居

家托育服務中心 

【親職講座】-在家玩出大能力 0至 3歲 9/21(六)9:00-17:00 
講師：臺中市北區親子

館 

潭子分館 

(04-25319339) 

創意闖關活動 7/28(日)10:00-12:00 

B1 多功能活動室 

 

寶寶回娘家活動(說故事及動手做) 8/10(六)14:00-15:00  

親子共讀說故事活動 9/15(日)10:00-11:00 講師：徐珮嘉老師 

神岡分館 寶寶歡樂動 7/13（六）10：00-11：30 B1 兒童室  



(04-25620914) 
寶寶閱讀趣 8/3（六）13：30-15：30  

父母成長講座：如何與孩子「談情說愛」：應用

繪本故事與戲劇扮演 
8/25（日）9：30-11：30 3F 研習教室  

親子共讀說故事活動 每週六 15:00~16:00  B1 兒童室  

石岡分館 

(04-25722435) 

父母成長講座： 

兒童成長細細看･關心寶貝很簡單 
7/28(日))10:50-11:30 2樓親子共讀室 

講師：信望愛智能發展

中心教保督導 王麗芬 

親子闖關樂活動 7/28(日)09:00-12:00 2樓迴廊  

全家福晒幸福 7/28(日)09:00-12:00 2樓自修室 專業攝影師：吳國楨 

天然防蚊液手作 DIY 7/28(日)09:00-12:00 2樓親子共讀室 講師：吳治增 

太平坪林分館 

(04-23920510) 

0-5歲嬰幼兒父母成長講座 8/18(日)9:30-11:30 

1樓多功能活動室 

講師：趙蕙鈴老師 

4-5歲「袋袋傳書香」~親子共讀閱讀指導 

9/7(六)14:00-15:00 主講人：張美玲老師 

9/28(六)14:00-15:00 
主講人：太平貓頭鷹故

事屋 

0-3歲「親子愛‧閱讀」~親子共讀閱讀指導 9/8(日)14:00-15:00 主講人：張美玲老師 

太平分館 

(04-22797786) 

4-5歲「袋袋傳書香」~親子共讀閱讀指導 

9/7(六)10:00-11:30 

1樓兒童室 

主講人：張美玲老師 

9/28(六)10:00-11:30 
主講人：太平貓頭鷹故

事屋 

0-3歲「親子愛‧閱讀」~親子共讀閱讀指導 9/8(日)10:00-11:30 主講人：張美玲老師 



0-3歲「親子愛‧閱讀」~親子共讀閱讀指導 9/22(日)10:00-11:00  新高 

 新興 活動中心 

 新福 

主講人：張美玲老師 

4-5歲「袋袋傳書香」~親子共讀閱讀指導 9/22(日)14:00-15:00  

東勢分館 

(04-25874256) 

閱讀起步「為孩子朗讀～親子牽手來閱讀」 8/04(日)上午 09:00-12:00 東勢幼兒園  

爸爸初體驗-來桌遊 1 8/16(五)晚上 19:00-21:00 

幼兒閱覽區 

 

全家一起玩-今天桌遊了嗎？ 8/23(五)晚上 19:00-21:00  

轉轉轉～打陀螺 09/06(五)晚上 19:00-21:00  

開車囉～立體車子叭叭叭 09/20(五)晚上 19:00-21:00  

和平區立圖書館 

(04-25942713) 
Bookstart閱讀起步走活動 9/20(五)9:00-12:00 臺中市和平區立幼兒園 

（達觀分班） 
 

(活動場次陸續更新中，本表僅供參考，活動時間依各分館公告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