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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府公開表揚「臺灣省績優私立圖書館」10所
與績優個人8位，表達肯定與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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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馬英九總統「文化興

國」的治國理念、「優質文

教」的施政重點，及行政院江

宜樺院長指示，發揚臺灣軟實

力，鼓勵文教發展，服務基層

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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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臺灣省政府於今（25）

日(星期一)下午2時，在臺灣省

政資料館簡報室，首次辦理10

2年「臺灣省績優私立圖書

館」表揚，肯定地方熱心人士

興辦私立圖書館之用心，並感

謝服務人員平日為教育文化默

默耕耘與無私貢獻。透過各縣

（市）政府推薦，今天接受表揚的績優私立圖書館計10所，績優個人計8位，

場面溫馨隆重。

林政則主席致詞時表示，私立圖書館是開啟知識門戶的重要推手之ㄧ，尤其是

在教育資源相對弱勢的偏遠地區，提供個人及社團終生學習及文化發展的環

境，感謝國家圖書館 陳麗 君主任提供相關資訊，以及各縣市政府用心推薦，

今天接受表揚的績優私立圖書館各具特色，更有一群默默為社會付出的人，他

們的優良事蹟，令人敬佩。

林政則主席表示，這10所績優私立圖書館創辦人，無私回饋社區、鄉里的感人

故事，在在令人動容，而在幕後默默付出的績優個人，無論是在服務社區領

域、推廣讀書風氣等方面，均有非常卓越的表現與付出，這種默默行善的精

神，是值得大家學習的典範。

省府教文及資料組用心製作「臺灣省績優私立圖書館」團體與個人簡介影片及

表揚專輯，從中可以瞭解，有些屬於宗教性質的圖書館，例如：

1.基隆淨宗學會附設多元文化視聽圖書館，除了提供免費借閱書籍、影音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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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工廠製造銷售，真材實料，平實價位，信用可

http://nt.news.tnn.tw/CF.html?id=310
http://nt.news.tnn.tw/news.html?c=2&id=22501
http://nt.news.tnn.tw/news.html?c=2&id=72048
http://nt.news.tnn.tw/news.html?c=2&id=69311
http://nt.news.tnn.tw/news.html?c=2&id=21407
http://nt.news.tnn.tw/news.html?c=2&id=75963
http://nt.news.tnn.tw/news.html?c=2&id=22925
http://nt.news.tnn.tw/news.html?c=2&id=22925
http://nt.news.tnn.tw/newspic.html
http://nt.news.tnn.tw/CF.html?c=ADtxt&id=324
http://nt.news.tnn.tw/CF.html?c=ADtxt&id=969
http://nt.news.tnn.tw/CF.html?c=ADtxt&id=487


外，並經常舉辦各種公益成長課程、清寒救助及關懷弱勢等活動。

2.新竹市無量壽圖書館擁有佛學及世間學10萬冊以上，除以電腦化方式管理，

並成立「雲水書車」，提供巡迴校園服務，誠屬難得。有些由文教基金會設立

的公益圖書館，例如：

3.桃園縣善品書舍定期採購暢銷書籍、舉辦讀書心得徵文比賽及親子活動，並

將下架童書捐贈給所需單位、提供急難助學金等，善盡社會責任。

4.新竹市華婉兒童圖書館服務對象主要為「學齡前到國高中階段的學生」，館

藏的「英文繪本」更是一大特色，並積極推廣親子研習、主題書展等活動。

5.嘉義縣阮位紀念圖書館，在民國86年即以林懷民老師家族捐贈的「圖書巡迴

車－維泰號」，載著圖書到偏遠村落的廟口及學校，送書到家，推廣服務。

6.屏東縣泰美親子圖書館為推廣親子共讀的初衷，消弭貧富不均所帶給孩子先

天上的不平等的情形，致力讓所有孩子擁有同等的教育機會。

7.為感念親恩，回饋故鄉所創設的南投縣欣榮紀念圖書館暨玉蘭文化會館，平

日除了辦理藝文展覽、新書櫥窗、才藝競賽、專題講座、推廣「晨讀運動」，

並舉辦「敬老日•圖書館日」，邀約老人到圖書館參觀，成立「欣榮閱讀之

家」、「種福田環保義工隊」及「欣榮圖書館附設合唱團」，造福桑梓。

8. 雲林縣元長鄉五塊社區「讀冊館（臺語）」原本是一間破舊的廢棄教室，經

社區前理事長吳永修號召村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老農蔡振明先生「阿明

伯（臺語）」率先響應，捐出一整年耕作所得12萬元，如同「阿明伯」所說︰

靠，尺寸眾多！歡迎各家廠商特殊尺寸訂...
 

福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產品適用於 糖果、餅乾零食、牛軋糖、爆米
花、米、花生糖、巧克力、黑糖、洋芋...
 

專業自動微噴霧組件製造廠 
製造加工微霧噴頭、快插接頭雙珠接頭、管路配件，

並研發精巧超微造霧機，供應造霧全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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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庄內囝仔有書可讀、有書可借，雖然生活清苦，但能讓更多家鄉的孩子唸

書，「足價值！」。臺灣若多出幾個能為這塊土地做出大貢獻的人，像「阿明

伯」賣稻穀蓋「讀冊館」的故事，都將提升臺灣社會向善的力量。

9.民國七○年代，屏東縣麟洛鄉鄭成功廟負責人，也就是開明堂堂主徐守銘先

生及經理徐和榜先生，有鑑於農業社會正興，莘莘學子鮮有讀書場所，便向信

徒募款及籌劃興建成功圖書館。累積至今，目前藏書已達萬冊以上，並提供獎

學金，造就不少優秀青年。

10.花蓮縣新象繪本館則是花蓮首創的兒童圖書館，行動圖書車巡迴各偏鄉小

鎮及學校服務，因車體老舊而功成身退，信誼基金會有感於新象對偏鄉閱讀的

付出，於民國98年贈送一部由貨車改裝的『小太陽閱讀ㄅㄨㄅㄨ車』，讓新象

對偏鄉閱讀的夢想得以繼續推展。

以上舉例之績優私立圖書館創辦人或經營者,他(她)們無私回饋社區、鄉里的感

人故事，在在令人感動。今天接受表揚的績優個人有：基隆市故事協會社區兒

童繪本館沈淑嬿理事、基隆市和慶社區圖書館陳嘉和總幹事、新竹市華婉兒童

圖書館徐女順館員、新竹市關帝廟忠義圖書館江雲水董事長、雲林縣元長鄉五

塊社區讀冊館吳永修社區前理事長、雲林縣元長鄉五塊社區讀冊館蔡振明先

生、屏東縣泰美親子圖書館張智惠執行長、花蓮縣新象繪本館許慧貞館長等8

位。無論是在服務社區領域、推廣讀書風氣等方面，均有非常卓越的表現與默

默付出，是值得大家學習的典範。

今天榮獲團體與個人的受奬人、觀禮者、推薦縣(市)政府及所有與會來賓包括

國家圖書館秘書室高鵬主任、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劉仁翔專員和方發中先生、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姜義臺副秘書長、新竹市政府教育處張品珊科長、雲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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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文化處林郁善科長、嘉義縣政府教育處翁瑞騏科長、桃園縣政府文化局邱

碧虹科員等，及在幕後為我們默默付出的工作團隊及觀禮人員，共計約120餘

人。由於大家的熱情參與，讓整個表揚活動，圓滿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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