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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繪本閱讀空間的設置，以日本的繪本專門空間最為細膩、相關空間設置密度也為世界

第一，因此規劃此次日本童書及繪本空間實地訪察見學計畫。高雄市立圖書館見學團於

2019年10月04日至08日成行，見學團由多元文化部企劃專員蔡玉庭與行政館員辜瑀晴同

行，行程涵蓋參觀日本第一座國立兒童圖書館「國際兒童圖書館」、由知名繪本作家岩崎

知弘故居改建成的「東京知弘美術館」、與具繪本史料收藏與在地活化專長的「輕井澤繪

本之森美術館」，期待藉由標竿學習，深入了解日本具強大脈絡與發展力的繪本空間，以

提升後續圖書館繪本閱讀空間及繪本推廣活動的質量，讓透過繪本、圖文書的閱讀啟發，

帶動市民提升圖像閱讀的能力，並深厚城市的未來文創力。 

 

關鍵詞: 繪本、圖像語言、閱讀推廣、親子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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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繪本以圖像語言呈現故事，有了圖像，文字不再是閱讀的限制，而能以更加簡單易

懂的形式表達豐富的內容，且因少了文字的侷限，每個人可以對於圖片內容衍生不同的

解讀，而讓繪本閱讀更有想像、更加有魅力。在資訊媒體蓬勃而多面向的世代，圖像閱

讀逐漸成為貼近知識的趨勢，繪本更是不分年齡接近智識生活與培養多元文化觀點的最

佳途徑。 

高雄市立圖書館長期致力繪本閱讀文化推廣，因為對繪本有著滿滿的熱情，五年前

新建高雄市立圖書總館時便於 B1 設立國際繪本中心，徵集來自世界各國共 15 萬冊優良

的繪本，期待能給高雄的大小市民更親近的閱讀體驗。在這些年的努力中，我們發現除

了優良的空間與館藏，也需要辦理更多的閱讀推廣活動，因此辦理了許多相關活動，除

了以說故事、講座、展覽、工作坊等作為更貼近繪本的觸媒，也加強推廣成人欣賞繪本

之美及相關延伸活動，策略性經營與推廣成人賞析閱讀繪本，希望藉由成人閱讀帶領，

讓繪本能更不分年齡的走入大家的生命。活動的策辦極需繪本知識脈絡、對趨勢的了解

與相關經驗的學習，因此希望能實地參訪各類型的繪本空間，見學相關經驗、空間應用

方式與活動企劃。 

而其中，繪本閱讀空間的設置以日本為全世界密度第一，相關空間的設計也因其民

族性而細膩雋永，因此規劃此次日本童書及繪本空間實地訪察見學計畫，藉由實際參訪

瞭解繪本界的新知及趨勢，並探查日本相關繪本基地的營運方針及活動執行現況、學習

相關館舍經營的細膩方式，並激發本館未來繪本推廣的創意，以提供市民能有更加優質

的公共圖書館經驗。 

行前我們先盤點了高雄市立圖書館國際繪本中心的現況，並規劃以以下三點為目的

的參訪行程: 

一、了解繪本單位的空間的劃分與應用 

國際繪本中心空間主要區劃為中文圖書區、東南亞與亞洲繪本區及歐美繪本區，各

區以代表性的繪本內容及圖畫陳列各國繪本，並另外依獎項、主題陳列，而空間氛圍以

活潑童趣的高雄海洋及自然生態為主題，透過流暢的曲線、活潑的色彩，配置營造趣味

性的繪本閱讀空間，除了書籍與閱覽共讀空間，也配置有電腦查詢台、繪本展示空間及

多功能研習室，更有今年度開始施行的 AR 繪本體驗小間。而未來二期文創大樓完工後，

國際繪本中心也會成為聯通必經之處，雖自營運以來廣受市民朋友們喜愛，也期待可以

改善空間規劃，讓高雄市民得以將繪本的圖文藝術融入生活，並拓展多元文化的胸襟。 

因此此次特別透過不同類別的空間參訪，單一繪本作家的繪本美術館「知弘美術

館」、由繪本愛好者土屋先生，參觀完國外繪本原畫展後，有感而發而在家鄉新建的繪

本美術館「輕井澤繪本之森美術館」、國家級公共圖書館「國際兒童圖書館」，由這三

種不同脈絡而成的繪本空間，了解不同宗旨的空間規劃與應用方式，以利後續空間規劃

與完善內容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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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見學活動企劃與細膩的執行細節 

在繪本閱讀推廣方面，觀察到館閱讀的兒童讀者占大多數，但成人的閱讀引導是關

鍵，若缺乏共讀與陪伴，無法達到培養孩子閱讀習慣或是興趣養成，所以除了各國繪本

的典藏，我們也藉由各主題的書展、展覽、講座、研習與工作坊等，加強推廣成人欣賞

繪本之美及相關延伸活動，策略性經營與推廣成人賞析閱讀繪本，藉由成人閱讀帶領，

達到提升繪本賞析的素養，也期許透過活動讓公共圖書館能吸引更多閱讀愛好者，並成

為繪本工作者、讀者和出版社互動的平台。 

而閱讀推廣的企劃題材與時俱進，日本的繪本活動多元，有如講座、原畫展、說故

事的各類別活動，產業發展相對完整，除了繪本出版量較大之外，也有許多繪本雜誌與

相關報導平台，此次藉由探訪日本的相關繪本單位，見學活動企劃與觀察細膩的執行細

節，並透過探訪了解目前趨勢與資源，以期加強未來國際繪本中心的活動策辦，讓各式

主題活動能更有廣度、更有深度，也能在執行上更關注各式細節，期待透過繪本、圖文

書、閱讀推廣活動的啟發，帶動市民提升圖像閱讀的能力，並深厚城市的未來文創力。 

三、觀察日本作為亞洲繪本趨勢中心的軟實力來源 

行程涵蓋參觀日本第一座國立兒童圖書館「國際兒童圖書館」，國際兒童圖書館作

為研究型的圖書館，收藏了很多日本繪本史的精彩作品，也於館內提供完善的繪本脈絡

研究，是類博物館型的公共圖書館，期待藉由此次實地探訪，深入了解日本繪本具強大

脈絡的成因，也至各繪本空間探查日本的繪本產業是如何相互合作，而能讓童書、圖像

書、繪本產業如此有發展性，以提升後續規劃繪本推廣活動的方式，期望透過觀察，將

模式轉化為適合應用於高雄、應用於高雄市立圖書館的方式，以加強臺灣原創繪本的軟

實力，讓大家未來可以在國際繪本中心更了解臺灣原創繪本創作者與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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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本次的見學團於 2019 年 10 月 04 日至 08 日成行，由多元文化部企劃專員蔡玉庭與

行政館員辜瑀晴同行，預定參訪行程共三處:日本第一座國立兒童圖書館「國際兒童圖

書館」、由知名繪本作家岩崎知弘故居改建成的「東京知弘美術館」、具繪本史料收藏

與在地活化專長的「輕井澤繪本之森美術館」，期待藉由標竿學習，深入了解日本具強

大脈絡與發展力的繪本世界。 

過程介紹依造參訪日期，陸續介紹「輕井澤繪本之森美術館」、「東京知弘美術

館」、「國際兒童圖書館」，因另有補充到訪相關繪本基地-「兒童繪本書店 Book house 

café」，也接續補充於報告中。 

 

日期 行程 

10 月 4 日 

(星期五) 

 

高雄出發—東京成田機場 

補充參訪行程: Book house café（兒童繪本書店） 

10 月 5 日 

(星期六) 
輕井澤繪本之森美術館 

10 月 6 日 

(星期日) 
東京知弘美術館 

10 月 7 日 

(星期一) 
國際兒童圖書館 

10 月 8 日 

(星期二) 
東京成田機場出發—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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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輕井澤繪本之森美術館 

(一)、 簡介： 

創立於 1990 年的輕井澤繪本之森美術館座落在 15,000 平方公尺的森林中，是一個

以歐美繪本為主題的博物館，珍藏許多繪本初版書籍及稀有原版手稿，並保存約 6,600

件美術作品，依季節輪替，每三、四個月規劃一次繪本企劃展。 

輕井澤繪本之森美術館的誕生，源自創辦人土屋館長偶然參觀了國外的繪本原畫展，

而產生在家鄉建造一座繪本美術館的念頭，因此他展開了蒐集各國繪本原畫之旅。他將

輕井澤典雅、別緻的人文氣息納入收藏價值的考量中，為促進在地活化、厚植文化底蘊，

以「歐美繪本的變遷歷史」做重點收藏，包括絕版繪本、經典名作及文史手稿資料等。 

而「繪本美術館」與其他美術館有所區別之處，除了上述典藏，更於館內特別設置

了一間藏書量豐富的「繪本圖書館」，不僅收藏大量各個國家的原文繪本，也展現其藏

書富含的廣度及規模。 

 

(二)、開放時間： 

 休館日除外，皆為 9:30-17:00。 

 休館日為每周星期二（黃金周假期及 7 月-9 月無休息）、展覽更換期間

及冬季（1 月中旬-2 月底）。 

 

(三)、空間設置與活動觀察：  

館內設置三間展示館、一間繪本圖書館、森之家（多功能活動空間）及如畫庭園。

以下依空間分別介紹： 

1. 第一展示館： 

內含歐洲圖畫書的歷史展、吉田新一文庫、木葉井悅子特別展覽室。 

(1) 歐洲圖畫書的歷史展 

在歐洲圖畫書的歷史展中，綜觀歐洲從古至今的繪本出版演變進程，除了製作

年表紀錄外，也展示當時的印刷技術、相關印刷器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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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吉田新一文庫館 

吉田新一擔任繪本之森的名譽顧問，也是日本兒童文學和歐美繪本研究先驅，

他曾任職於日本英語兒童文學協會及繪本學會會長。館內典藏吉田新一進行研究時

使用的參考資料及其繪本譯作。若想閱讀，可請館內人員協助打開書櫃取書。 

(3)木葉井悅子特別展覽室 

日本繪本作家－木葉井悅子多次旅居非洲，其富含非洲人文風情的畫作中，深

具非洲當地鮮活的民族色彩及渾然天成的原始力量。木葉井悅子的家族在她過世後，

將其畢生創作捐贈，館方把她的作品規劃成專屬的特別展覽室，不僅體現日本對文

學研究的厚度及對知性、美學的追求，透過完整保存及開放展示讓美的文化繼續傳

承下去。 

 

2. 第二展示館： 

目前為春夏企劃展（展期 6/26-10/14），以「各國繪本裡的動物畫」為主題，

展出 20 世紀前半知名的插畫家作品。依畫作不同性質劃分為四個區域展示：A 生

活在繪本裡的動物們、B 伊索寓言繪本的動物、C 繪本內動物們的居住地及、D持

有名字的繪本動物們。其中 C繪本內動物們的居住地以「川」、「田」、「森」、

「空」等各個不同動物的棲息地，展示原畫中動物所呈現的各種神態；而 D持有名

字的繪本動物們則展示許多例如<<好奇猴喬治>>等具名字的知名繪本動物角色。第

二展示館除了於牆上展出原畫，在展場中央也搭配玻璃展示櫃將原文繪本一起展示，

另有閱讀區，放置部分繪本提供現場翻閱。 

 

3. 第三展示館： 

此館為小兔彼得常設館，於 2016 年紀念小兔彼得作者碧雅翠絲·波特誕辰 150

週年，展出各種版本的小兔彼得繪本，例如：各年代出版品、110 周年紀念版本、

象形文字版本、各國語言譯本等。 

 

4. 繪本圖書館： 

藏書 1,800 冊的「繪本圖書館」是一個圓形的閱覽空間，與一般圖書館最大的

區別是其館藏繪本並無編目，且無按照一般圖書分類法依序陳列圖書，僅在書背下

方註記簡單的「數字編碼」，並根據不同性質的「主題」分類，例如：外文童話、

日文童話、海外作家譯本、繪本大獎專區、繪本大師作品等，亦有些許特色主題分

類，例如：書店推薦選書、19-20 世紀繪本、鵝媽媽的繪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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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森之家： 

其他繪本相關講習、課程等，會在森之家（多功能活動空間）舉辦，不定時上

映影片及展出立體繪本書籍，也提供民眾租借使用。 

 

（四）、參訪小結： 

本次參訪輕井澤繪本之森美術館，發現來參觀的客群多元，除了繪本同好，還有不

少家庭。繪本同好能在優閒的美景中，細細品味悠長的歐美繪本歷史，一覽繪本原畫和

原文書的美好；親子能盡情徜徉在閱讀與大自然相融的環境中，透過閱讀繪本不僅能促

進家庭關係和諧，也能讓兒童藉由環境教育，從小播下閱讀的種籽、培養閱讀習慣及陶

冶性情。 

美術館雖位處山中，仍能屹立不搖近三十年的主要原因，除了展覽頻繁更換、文化

典藏豐沛、具備詳述的繪本歷史紀錄外，更重要的是懷抱對自然環境的崇敬精神及維護

展示空間及內容的品質，兩者恰能提升人文素養、培養審美專業眼光，且朝著永續經營

邁進的不二法門。 

***附註：因展示區大多嚴禁拍攝，部分「*」之照片取自輕井澤繪本之森官網：

http://museen.org/han/ehon/facility/ 

  
入口處設置館內位置圖，引導方向。 由英國園藝設計大師保羅史密瑟依四季

規劃栽種的「如畫庭園」，圖為各種原生

植物名稱及位置標示。 

http://museen.org/han/ehon/fac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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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展示館：紀念日本兒童文學和歐美繪本

研究的先驅－吉田新一，與紀念 1995 年離

世的繪本作家－木葉井悅子。 

*第一展示館內部陳列展櫃及歐美繪本演

進圖、繪本內頁、印刷技術等介紹。 

 

 

第二展示館：展示空間及動線。 *第二展示館內部陳列展示櫃及春夏企劃

展示區。 

 

 

第三展示館：常設展，展出小兔彼得的故事

進程與繪本歷史、譯作及版本多樣，更能透

過欣賞展覽感受經典角色歷久彌新的魅力。 

繪本圖書館：豐富的外文繪本藏書供參

訪者自由翻閱，用主題式分類陳列繪

本，容易辨別、取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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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室森之家內部空間。 *繪本小舖：繪本及繪本週邊商品賣店內

部空間。 

 

 

許願之森：以木、水、火、土象星座分為四

座祈福塔，將想要實現的願望寫在許願木

牌，再掛至自己星座屬性的祈福塔。 

鈴木三重吉於 1918 年創辦的日本兒童文

學雜誌創刊號《赤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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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京知弘美術館 

(一)、簡介： 

日本極具代表性的繪本畫家－岩崎知弘女士，她從國中開始學習繪畫，畢業後為現

實屈服、聽從父親的意思就讀新娘學校學習裁縫和書法，直到三十一歲創作紙畫劇「母

親的故事」成名後才開始成為專業畫家，創作風格善於將水彩畫融合傳統東方的繪畫技

術，並以「孩童」為作畫主題。而因就學期間，知弘的家族歷經了無情的東京大空襲，

戰火也奪走她的第一任丈夫，戰爭所帶來的傷痛和憤怒，對知弘的創作影響深遠，在與

第二任丈夫生下孩子後，守護孩童的世界和平更成為知弘衷心懷抱的心願，因此作品常

反映他的反戰思想。 

知弘獨具個人特色的水彩渲染結合粉彩勾勒線條的畫風成為她的標誌，她筆下的孩

子總是生動可愛，廣為人知的《窗邊小荳荳》系列插畫作品、經典童話繪本《拇指姑娘》

等，都能發現知弘對孩童細膩的觀察和描繪。自 1950 年代後半起，知弘在各種繪本、

兒童圖畫雜誌、教科書及月曆等，持續發表以「孩童」和「花卉」為主題的繪畫而著名。

並以《小鳥來的那一天》榮獲 1971 年的波隆那國際繪本大獎，1973 年更以《戰火中的

孩子》拿下萊比錫國際書展銅牌獎。 

1974 年，岩崎知弘女士因肝癌離世。1977 年，知弘的兒子－松本猛及知弘的友人

為紀念岩崎知弘，將岩崎知弘生活創作的故居改建、擴建為「東京知弘美術館」，完整

記錄了 1952-1974 年間知弘的繪本創作，更是世界第一間「童書繪本美術館」，而其建

築費用來自捐款及其繪畫版稅。館內收藏了 9,500 件以上的知弘遺作，為了讓喜愛岩崎

知弘的藝術迷每次都能盡興而歸，美術館每兩個月更換一次展示作品，也經常舉行體驗

教室、演講、電影播放、音樂會等其他活動。開館四十二年來，參觀人數已超過

2,730,000 人次，除了保留其原本的繪畫創作及工作室原貌，更繼承她希望帶給世界兒童

和平的遺志。 

 

(二)、開放時間： 

 休館日除外，皆為10:00-17:00。 

 休館日為星期一（但國定假日、黃金週和8/10-8/20除外。）；年終年初及冬季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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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間設置與活動觀察： 

館內分為四個展示空間、一間圖書室和一間兒童室。 

此次參訪「知弘的孩子們－谷川俊太郎 × TORAFU Architects」特展，以岩崎知弘

的畫作及日本最富盛名的當代詩人－谷川俊太郎的詩相互結合展出。谷川俊太郎從十七

歲開始詩歌創作，擅長以簡明的文字表現對生死、孤獨、愛與悲傷等深刻主題的體會，

二十一歲出版首部個人詩集《二十億光年的孤獨》，為詩開創新的形式，被譽為前所未

有的一種新穎抒情詩誕生；策展者更由近年屢獲國際大獎肯定、許多國際品牌指定長期

合作的－Torafu建築設計事務所規劃展出。  

1. 展覽: 

此次「知弘的孩子們－谷川俊太郎 × TORAFU Architects」特展分為四個展示

室，除了詩與畫的融合，也運用不同的形式展示畫作。以下依展示空間分區介紹: 

(1) 展示室 1： 

以「孩子」為題，講述孩子嬉戲、夜晚、戰爭、象徵宇宙的神態等，展示岩

崎知弘的原畫（部分複製畫）搭配谷川俊太郎的詩。 

(2) 展示室 2： 

以岩崎知弘的插圖、谷川俊太郎的文本共同創作的繪本《なまえをつけて

（臺灣譯作：為我取個名字）》複製畫展示。畫作用高低錯落的「燈箱」的呈現，

並設置矮凳方便幼兒欣賞。 

(3) 展示室 3： 

以 L型照片牆及語音導覽的方式呈現岩崎知弘的一生，並在展場隔出一間房

間，完整保存其工作室的原貌。 

(4) 展示室 4： 

此空間為 Torafu建築設計事務所設計的遊戲室，以岩崎知弘筆下的小女孩

頭上戴的「帽子」為設計理念，用竹子編出了一個巨大的帽子，參訪者可以走進

去帽子裡，感受孩子腦海中的五顏六色和奇思妙想。現場放置岩崎知弘畫中的孩

子臉孔及谷川俊太郎的詩作開頭五十音的體驗學習單，讓參訪者能在現場設計專

屬自己的孩子樣貌，或是接龍作一首藏頭詩，並且掛在展牆上；還有一面展牆的

「拍照互動區」，讓參訪者體驗小女孩戴帽子的繪本場景。 

2. 圖書室： 

收藏岩崎知弘的繪本，並陳列谷川俊太郎的詩集與岩崎知弘和許多知名插畫

家（如：和田誠、佐野洋子、岡本義朗等）共同創作的繪本及譯作。書櫃藏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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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五十音分類，知名繪本作家會再以小書標特別註明。其他繪本藏書以主題性

區分，如：戰爭繪本、和平與憲法相關書籍、宮澤賢治（詩人、童話作家）的作

品等。另有簽署區(去核能、加入會員等)、歷年留言紀錄區，這些都是岩崎知弘

在世時關注的議題。 

3. 兒童室： 

此空間開放給親子共讀，陳列兩層書架高（幼兒可以自己拿書的高度）的

繪本，大多為幼幼書、硬頁書，也有一般繪本。本次參訪剛好看見三歲女童在讀

繪本給媽媽聽，也有媽媽背著嬰兒在讀繪本。另外，兒童室還有設計類似像哈哈

鏡（凹凸鏡）的鏡面、準備木工玩具和布偶，讓幼兒可以自己探索、自由玩耍。 

 

（四）、參訪小結： 

東京知弘美術館有別於其他美術館，無須噤聲。參訪時，可以聽見不少親子、繪本

同好在討論作品、說故事的對話聲。即便如此，仍然可以感受到沉靜、溫厚的藝術氣息，

感覺是一間住在這附近的居民和親子閒暇時間會想來逛逛的美術館，穿梭畫作之中、傾

聽岩崎知弘女士想要傳遞給孩子們溫暖祝福的絮語。 

令人為之驚歎的是，松本猛在母親過世後，不光延續母親的遺志，更積極為插畫家

爭取著作權益。具美術背景的松本猛以自己的觀點切入繪本，在二十年間走訪國外的美

術館、參觀展覽、蒐集原畫作品，其後在知弘的故鄉長野縣設立了「安曇野知弘美術

館」，並持續肩負著保存繪本原畫的使命，如今安曇野知弘已是世界上繪本原畫保存最

完整的美術館。而東京岩崎知弘美術館依舊是繪本同好趨之若鶩、爭相朝聖的地方，除

了知弘本身的魅力與其終身關注在孩童身上的信念，更直接感受到的是文化精神傳承的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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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知弘美術館，此建築紀錄、完整保存岩

崎知弘女士逝世前，二十二年創作期間的生

活軌跡。 

以指引牌圖示展覽空間分布。 

 

 
岩崎知弘每次的畫作展覽，會和各種風格、

不同類型的創作者合作，這次是和谷川俊太

郎及 Torafu建築設計事務所。 

展示室 1：以「孩子」為題，講述孩子嬉

戲、夜晚、戰爭、象徵宇宙的神態等。 

展示室 2：以「燈箱」做畫框，呈現繪本

《為我取個名字》複製畫展示。 

（其二皆禁止拍攝，內容以岩崎知弘的畫

作搭配谷川俊太郎的詩詞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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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室 3：岩崎知弘工作室原貌。 語音導覽及照片牆紀錄岩崎知弘的生平。 

  
岩崎知弘年表，敘述其生長背景、歷經戰

亂，至其開始創作、獲獎的歷程。 

展示室 4：遊戲室中，以「帽子」為概念

設計遊戲桌。 

 

 

岩崎知弘筆下孩子的臉孔，讓參訪者創造孩

子的造型，並將自己的畫掛在展牆上。 

和展示室 2的「燈箱」概念呼應，設置兩

個「個人閱讀角」，閱讀岩崎知弘的原文

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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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兒童圖書館 

(一)、簡介： 

國際兒童圖書館位於上野博物館區，周邊有動物園、博物館、美術館等了解世界的

館舍及單位。國際兒童圖書館建於明治時期（1906 年完工），文藝復興的建築樣式是當

時西化的代表建築之一，前身為舊帝國圖書館，也是國立國會圖書館的分館。 

因為 1990 年代時，日本開始積極討論兒童閱讀時間減少的問題，民間、學界與政

府便於 1995 年一起組成「國立國際兒童圖書館推進協會」，在眾人的努力下於 2001 年

頒發《兒童讀書活動推進法》，隸屬於國立國會圖書館的國際兒童圖書館並於 2002 年

開館，是日本唯一專門收集童書的國立圖書館，館內藏書量約 40 萬冊，為兒童、研究

者提供國內外的繪本、兒童文學等各種兒童讀物，空間含閱覽室、多功能會議室、研究

資料室、故事室、展覽廳等，更設有分別可儲放 40 萬冊、65 萬冊書的兩棟密庫。到訪

者則以成人居多，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3 月共有 143,241 人到訪，其中國中生及以下只

有 30,285 人，約佔參訪者的二至三成。 

國際兒童圖書館的宗旨分為三項，其一，作為兒童書籍專門圖書館，收藏國內外的

兒童書籍，幫助人們查找資料；其二，作為讓兒童與少年接觸書籍的場所，為他們提供

熟悉圖書館和讀書的機會；其三，作為兒童書籍的博物館，介紹兒童書籍的魅力。三項

宗旨相輔相成，以範圍廣泛的讀者為對象開展服務，不偏向某些地域或是侷限在某種使

用型態。 

 

（二）、開放時間： 

 休館日除外，皆為 9:30-17:00。 

 休館日為每星期一、國定假日、年末年初及每個月第三個星期三（資料

整理休館日）。 

(三)、空間設置與活動觀察： 

建築分為 1906 年建成的磚砌棟與 2015 年完工的彩虹棟，以下分兩部分介紹： 

1. 磚砌棟： 

前身為，是一座文藝復興風格的西式建築，被選為東京都歷史建築。內部依

樓層區分為一樓的兒童之屋、認識世界之屋、故事室、休憩及辦公醫護區；二樓

的兒少圖書研究展廊及青少年研究室；三樓是展覽廳。以下依序介紹每個空間的

應用規劃與活動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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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兒童之屋 

兒童之屋是專門給親子共讀的主要閱覽空間，約有一萬冊的兒童讀物，

一進去會看到中間有圓形環狀的書櫃，書籍依日本的十進位法擺設，也會特

別標注恐龍、宇宙、農業、動物等孩子有興趣的分類，讓孩子可以繞著圈探

訪十個類別的書籍，除了中間的書櫃，在四角落也分別有給親子共讀用的軟

墊閱讀區、電腦檢索區、雜誌報紙區、字典詞典區（詳細區位可見附圖），

環狀書櫃中間則有圓形的閱覽桌椅，可以看見許多爸媽小聲地唸著繪本給孩

子聽，也會看到孩子自己依造圖像標示來找書。而其中空間設計最特別的是

經過設計過的燈光，以均光的模式讓每部分的照明都有同等亮度，加上沈穩

與比例等分的建築氛圍，讓孩子可以安穩地享受閱讀。 

 

(2)  認識世界之屋 

認識世界之屋展示有約兩千冊的兒童讀物，有各國繪本、讓兒童認識世

界地理與歷史的書籍，空間以方形的的回狀書櫃為主，內圈將同一繪本的各

國譯本並列擺放，以秀面展示翻譯為不同國家語言的封面；書櫃外圈則依各

大洲、各國擺放。認識世界之屋原為貴賓室，有木質地板與石灰岩圖案的天

花板，風格高雅，身處在其中時，能透過各語言的繪本感受各國的多元文化，

並深受繪本與圖像語言的跨國際化而感動。 

 

(3)  故事室 

故事室於每周六舉辦兩場說故事，四歲至小一、小二以上學齡各一場，

免費參加，每場次約三十分鐘，希望藉由按年齡區分的說故事活動，提供適

合該年齡的兒童更有趣的故事。故事內容也很多元，會依造主題結合日本故

事、外國童話、創意繪本、科學圖畫書、語言遊戲書或兒歌等，回應並增強

好奇的孩子們想探索閱讀的心。而最特別的是為了讓孩子們享受暢談，不允

許 18 歲以上的成年人參加，也不允許父母及參觀者參加。 

 

(4) 休憩及辦公醫護區 

一樓角落另設有一間休憩室，內含海報展示牆、軟墊休息區、哺乳室、

辦公區及醫護區等，讓大人小孩累了可以在此休息，也是館內限定可飲食的

區域，允許大眾自己帶餐盒在此用餐，另裝有自動販賣機讓大家可以購買飲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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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兒少圖書研究展廊 

兒少圖書研究展廊是永久展示區，內容涵蓋三部分日本兒童文學史、日

本圖畫書史、電子展覽資料三大部分。展示內容主要是重建國際兒童圖書館

於 2011 年 2 月至 2015 年 10 月舉辦的展覽「日本兒童文學：國際兒童圖書館

的歷史」，介紹自明治初期 1860 年末至現今的兒童文學史和圖畫書史資料。

在這裡，歷史是可翻閱的，大家可以把約一千五百冊代表日本兒童讀物史的

書籍取下翻閱。除了兒童文學史和圖畫書史之外，角落也會不定期的介紹不

同的兒童文學作家或圖畫書作家作品，也有放置小學日語教科書及相關教科

書出版品的角落。展廊中央則有幾台電腦，內容為歷年的電子展覽資料、

Picture Book Gallery 和 NDL Digital Collection。整個展間只有一位館員顧守，參

訪者以成年的研究者為大宗，可以看見許多人捧著史料享受日本的繪本發展

脈絡、或沈浸於豐富的電子資料庫之中。 

 

(6) 青少年研究室 

研究室主要提供青少年做研究的參考材料，為國高中的學生提供約一萬

本可用於研究或做報告的書籍，更以簡單的圖示教學如何在圖書館查找書籍。

書籍不開放外借，但開放列印，研究室中沒有自學座位，但任何人都可以自

由進入研究室查找資料。並提供兒童版的書籍檢索系統，研究室內也配有一

名館員，如果青少年對學校作業不知道如何下手，館員會協助介紹對作業有

益的書籍。整體體現國際兒童圖書館的宗旨「作為讓兒童與少年接觸書籍的

場所，為他們提供熟悉圖書館和讀書的機會。」 

 

(7) 展覽廳 

展覽廳有專業的恆溫恆濕空間，展廳內有兩個環形的展牆與許多展示櫃，

國際兒童圖書館每年會在此辦理三至四次的專業主題展覽，並搭配展覽辦理

相關研討會。 

本次參訪遇上的特展是「近百年來圖畫書中的現代藝術-從達達主義到新

繪畫」"100 Year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in Picture Books – From Dada to 

New Painting "，展期分為前期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17 日、後期 2019 年

11 月 19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7 日，內容是由東京都美術館與國立國會圖書館

國際兒童圖書館共同策劃，將圖畫書視為一種藝術品，並透過原畫闡述圖畫

書與現代美術史的脈絡關係，探討二十世紀初的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與其

他二次大戰前的藝術思維如何與圖畫書出版品相互影響，是深具美術史觀深

度又體現各國文化的精采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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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彩虹棟： 

2015 年完工的的曲線建築物，由知名建築時安藤忠雄設計，將整體建物

巧妙融合明治、昭和、平成時期的建築特色，現代化與古建物相互結合，並

增加迴廊讓空間更寬敞舒適，也能融入現代化設備。一樓為多功能會議室、

二樓為兒少圖書研究資料室。 

(1) 多功能會議室 

彩虹棟有兩間多功能會議室，不定期舉辦與兒童讀物有關的講座，也提供

推廣兒童讀物相關的培訓，並搭配主題特展辦理研討會或講座，搭配本次參

訪之「近百年來圖畫書中的現代藝術」特展，規劃有講座:「藝術與圖畫書－

冒險與創新」、「20 世紀藝術史的基礎知識」兩場。 

 

(2) 兒少圖書研究資料室 

兒少圖書研究資料室需要年滿 18 歲才能登記入場，是免費使用的空間，

藏書約四十萬冊，可以看到許多研究者在其中翻閱各國繪本，本空間是地板

為斜坡的大閱覽室，左半部的窗邊設有一整排電腦，右邊則為書籍區，放置

有各國的繪本、研究兒童書籍的工具書、介紹繪本或繪本史的書籍、日本現

行教科書、雜誌字典區等，並有小組實驗室與提供參考諮詢服務，但不提供

個人借閱服務，只提供電腦供讀者以館際合作申請的方式，與地方或大學圖

書館借閱。 

 

（四）、參訪小結： 

當我們聽到兒童圖書館時，想像總是繽紛多彩，而上野國際兒童圖書館以日本式的

細膩反其道而行，透過挑高式的古典建築、成穩而明亮的色調形成另一種空間氛圍，在

這裡研究者能更崇敬的了解日本兒童讀物史的發展脈絡，也發現建築的設計讓幼兒更加

平穩、靜心地閱讀，讓童書閱讀有了另一種不同的風貌，或許也更適合日本典雅內斂的

民族性。而國際兒童圖書館的功能性相當完整，有閱覽室、研究室、演講廳、可親子共

讀的空間、故事屋、休憩區、專屬的展示空間等，讓空間體現日本重視在地繪本的心，

並呈現其完整脈絡，讓兒童讀物更具文化連結的力量。 

閱讀是增強文化體驗的最佳方式，而童書是讓孩子認識世界、開拓未來的最好媒介，

每個地方都需要以友善的空間讓孩子有親近圖書的機會，並藉著閱讀推廣活動，讓兒童

與圖書館更沒有距離。國際兒童圖書館作為國家級的圖書館，做法明確且清晰，有作為

兒童書籍專門圖書館的專業度，收集兒童文學的相關資料，提供孩子閱讀國內外兒童書

籍的機會，也讓兒童與少年能透過這空間接觸書籍、熟悉讀書、熟悉圖書館，更難能可

貴的是兼具關於兒童讀物博物館之功能，以開放式的展示方式讓大家更了解國內外的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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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兒童文學史，為大眾介紹兒童書籍、並讓大家能不分年齡的了解與愛上繪本，是個

符合成立宗旨，並以國家之力結合各單位來厚實國家兒童閱讀力的強力推手。 

見學之中，我們也嘗試比較上野國際兒童圖書館與高市圖國際繪本中心的閱覽規劃，

但因為國際兒童圖書館不提供個人借閱，兒童之屋等提供閱覽的冊數也比我們少很多，

以日本十進位法的編目樣態搭配環狀的空間規劃，可以讓孩子更容易地找尋喜歡的圖書，

但因為高市圖國際繪本中心的藏書量較大、有大量的通閱服務與十五種的語言書籍，在

分類安排上較不適用此模式，但其中也有許多如書展策劃、對本土繪本發展的重視、提

供學校團體以主題式的借閱書箱等服務，可供我們作為後續維運的參考。 

透過參訪專業兒童圖書館，更能感受一間兒童讀物的圖書館對於兒童發展的必要性

與重要性，國際兒童圖書館在圖書館藏、建築設計、活動策辦、研究與展示中都可以看

見它以各樣態串連過去與未來，讓兒童讀物能在擁有自身脈絡的強大利基下，推展新世

紀兒童圖書館的不同風貌。 

 

附註：因需保護兒童，閱覽區大多嚴禁拍攝，部分「*」之照片取自國立國會圖書館官網：

https://www.kodomo.go.jp/index.html 

 

 

國際兒童圖書館外觀及入口處，建築風格結

合古典與現代。 

一進入圖書館便可看到空間位置分布圖。 

 

 

布告欄張貼各活動海報傳遞資訊 / 置物櫃

為投幣式置物櫃（可退幣） 

故事室：每周六一場學齡前、一場學齡說

故事。 

https://www.kodomo.go.jp/index.html


- 19 - 

 

 

 
*兒童之屋：圖書按照日本十進分類法依序

分類圖書，每種類別最上方書櫃都會放一至

兩本繪本秀面，讓兒童方便 

兒童之屋：書籍及分類與位置圖。 

  
*讓兒童認識世界的房間：除了收藏世界各

國介紹的繪本外，也陳列許多各國知名繪本

的原文及譯作（複本多）。 

*青少年研究室：為國高中的學生提供約

一萬本可用於研究或做報告的書籍，研究

室中沒有自學座位，只有少量可供閱讀的

桌椅。 

 

 

*青少年研究室：以簡單的面板讓國高

中生了解如何在圖書館查找書籍。 

*展覽廳：廳內有兩座環形的展牆與許多

展示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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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廳的特展：「近百年來圖畫書中的現代

藝術-從達達主義到新繪畫」繪本展。 

「近百年來圖畫書中的現代藝術-從達達

主義到新繪畫」文宣。 

 

 
*兒少圖書研究資料室：分為電腦檢索區、

閱覽區、書籍區等。 

兒少圖書研究資料室入口處有明顯的告示

與申請入館說明。 

 

 

*兒少圖書研究展廊：正在展出日本繪本發

展的演進歷程，分別簡述每個時期的發展樣

貌，並展示該時期的繪本出版品。 

緊鄰兒童之屋的休憩區與哺乳醫護區，十

分便民，讓親子在閱讀之餘，也有休息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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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參訪地點:Book house café（兒童繪本書店） 

(一)、簡介： 

Book house café是位於東京神保町的兒童繪本書店，原為專賣兒童繪本的書店，

於 2017 年 5 月改建，以「繪本咖啡廳」的形式經營兒童繪本書店，約有 12,000 冊

藏書。 

 

(二)、開放時間： 

 平日 11：00-21：00 

 週六、週日（含節日）11：00-19：00 

 

(三)、空間設置與活動觀察： 

店內一樓有三處空間可以坐下來喝咖啡、欣賞原畫展；二樓則是畫廊和小型

展示空間，也有提供租賃使用的服務。 

每日皆舉辦繪本相關活動，安排繪本課程、工作坊、創作對談、講座、說故

事等，另有桌遊、音樂演奏、等複合式活動，原畫展為常態展示，平均每月更新 3

個展覽。 

書店圖書陳列的繪本以顏色區分海內外繪本作家，再以作家姓氏五十音依序

分類，並依季節性、關聯性設置特色主題專區，例如：萬聖節、絕版（印刷量少）、

居住地為鐮倉的繪本作家等主題展示。此外，有秀面露出的繪本多為暢銷書或新書，

間接為讀者推薦選書。 

店內客群大部分為成人、其次才是親子，除了販售繪本，還有琳琅滿目的繪本

角色周邊商品，閱讀環境明亮友善、氣氛輕鬆舒適，客人或坐或站在座椅區和圖書

區安靜閱讀，是一間用心經營、別具特色的繪本咖啡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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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門口以手寫告示和展示櫃的方式公布近期

原畫展及繪本相關活動資訊。 

店內入口處附透明購物袋供客人自由取

用，可手提及肩背。 

 

 

書店空間整齊、環境自在怡人，成人

讀者眾多。 

大量繪本秀面多為新上市和暢銷書，繪

本角色周邊商品隨該繪本一起陳列。 

 

 

清楚標示海內外繪本作家姓氏五十音的陳列

方向。 

主題式分類專區，會特別陳列主題相關

的繪本及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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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畫展空間為開放式包廂，展示最新出版的

繪本中的所有原畫。 

書店內最裡面設置一處「兒童閱讀角」，

擺放適合幼兒閱讀的大本書及硬頁書。 

 

 

石井聖越新出版《ぼくはなきました》繪本

原畫展，依繪本頁數順序排列。 

加藤陽子新出版《ぞぞぞぞでんしゃ》

繪本原畫展，現場除了設置小立牌告

示，令備齊該作者其他繪本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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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 

一、以多元價值觀提供孩童認識世界的方式。 

談及繪本，許多人會馬上連想到孩子的讀物，在這樣的分類慣性下，我們也可以發

現許多繪本都帶有實用目的，例如讓孩子認識數字、顏色、學會認識自己的情緒、教養

運用等，但由此次參訪經驗可以發現，不管是在私人美術館或公共圖書館，大多會在各

活動或書展企劃中，從孩子會喜歡的角度去切入主題，例如與麵包種類有關的繪本、昆

蟲等日常生活引導，或是邀請孩子衍生詩句來介紹自己。繪本或兒童書是小孩認識世界

的最佳途徑，但在大人為孩子選讀繪本時，常會以目前的角度出發，給予自己認為對孩

子好的事物，卻忘記孩童時我們也曾對許多狀態與樣態感到新奇，也可能因為成長而忘

卻孩子對於圖像的反應與情緒，因此策劃繪本書展時更需觀察孩子的喜好、跨越年紀與

情感的斷裂，嘗試以兒童的眼光與心情出發，為孩子帶來更吸引人的閱讀體驗、更多元

的閱讀選擇。 

 

二、以跨領域、單位的相互合作，拓展閱讀市場 

此次最印象深刻的是政府、學界與民間聯手帶動全國的閱讀風氣，不同機構各司其

職也相互輔佐引導，活動策辦更以跨域與跨單位的聯合，激盪出意想不到的美好火花。 

跨域的合作例如東京知弘美術館，「知弘的孩子們－谷川俊太郎 × TORAFU Archi-

tects」特展企劃結合谷川俊太郎的詩作、岩崎知弘的畫作、TORAFU 建築設計事務所，

透過三種不同類別創作型態的聯合，將展覽更加全面，能將繪本作品空間化，以文字補

充故事感，也以圖像讓詩句更為親近而有想像空間，為大人小孩都提供了另一種閱讀觀

點及觀看世界的方式。 

而跨單位的合作如國際兒童圖書館中的「近百年來圖畫書中的現代藝術-從達達主

義到新繪畫」繪本展，展覽結合藝術史與繪本脈絡的發展，並舉辦主題講座，邀請東京

都美術館學藝員來介紹其關聯，透過各領域的交流對話，圖書館為社會帶來更強大多元

的力量，也漸進地將各支線的文化串連，相互連結而永續發展，跳脫機構本位思考觀點，

以社會永續發展的角度，在創造自身的脈絡深度之外，也探索圖書館或閱讀推廣單位在

當代社會發展的可能性。 

 

三、空間設計與服務定位相輔而成 

本次參觀的三個繪本單位分屬不同類型，「知弘美術館」是隱於社區中的美術館，

參訪者觀光客以外多為對空間已熟悉的家庭客，到訪時看見許多年輕父母推著還不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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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在圖書室與遊戲室中探索，孩子還不能用完整的句子表達，但已會搖搖晃晃地走

到書櫃前指著繪本封面上的動物，館內也會看見館方鼓勵大眾加入會員的文宣，建築整

體氛圍結合日常感，繪本閱讀彷彿就是每日生活的一部分，而美術館就是大家的小書房

與小畫廊。 

「輕井澤繪本之森美術館」設立於風景優美氣候宜人的輕井澤森林之中，到訪者多

是家族旅遊的客人，在享受大自然芬多精之際，也貼近繪本的知識世界，體驗西方繪本

史的脈絡，讓繪本欣賞像是跳入愛麗絲的奇幻世界，體驗到新的知識系統與風景，並能

沈浸其中享受心情。透過各類活動及閱讀素材提供讀者療癒感的支持，能降低生活的壓

力與緊張，也體現藝文館舍與民眾心靈的緊密關係。 

「國際兒童圖書館」壯麗的挑高式建築跨越三個時代維度，在不破壞建築的老結構

下補足其功能性，讓人一進入建築就可以感受到歷史脈絡，更尊敬日本的繪本發展史，

讓孩子們可以更沉靜的享受繪本、研究者可以更以進入繪本知識體系為榮。 

三個空間設計與服務定位互相結合，各異的單位也相輔而成，提供市民不同類型的

閱讀體驗。 

 

四、以國家級的肯定與資源推動兒童閱讀 

日本自 1990 年代便集結政府與民間的力量，積極討論兒童閱讀時間減少的問題，

而針對此問題，除了由圖書館與學校共同努力外，日本也創立「讀書推進運動協議會」，

由書籍出版協會、雜誌協會、教科書協會、書店聯合會、圖書館協會、學校圖書館協會

等，橫跨學校、圖書館、書店、圖書出版等業者，集結成閱讀推廣的主力，透過推進會

的努力，日本於 2001 年頒發《兒童讀書活動推進法》，賦予國家及公共團體推進兒童

讀書環境的義務，公共圖書館開始結合社會機構實施了各種閱讀推廣方案，特別是對於

「兒童」和「青少年」兩個族群，進行深化閱讀習慣的培養。 

而因為有跨單位、跨行業的協力，閱讀活動也更加多元化，除了有讀書週、晨讀時

間，也有結合日本大型出版社一起塑造「夏日 100 冊」，將夏天與讀書的意象相結合，

擴充大家的夏日閱讀體驗。 

日本的兒童閱讀相對於整個亞洲也起步得很早，自 2001 年開始，日本便加入了

Bookstart 的活動行列，是亞洲第一個開始的國家。他們將推廣嬰幼兒閱讀習慣的培養叫

做「ブックスタート = 閱讀起跑線」的活動，日本的此套制度是複製英國的成功模式來

進行，透過成立非營利的法人組織推行此活動，並非依靠政府的資源，但經由《兒童讀

書活動推進法》之輔助而能施行的更加順遂。參訪時可以發現日本的繪本空間或公共圖

書館都極重視「親子閱讀氛圍」的營造，也能看到許多親子一起享受於閱讀之中。在全

國的支持下，閱讀推廣不再只是圖書館或學校的事，而是集結各產業，將閱讀推廣形塑

成全國國民的重要任務，並落實至日常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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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事項 

一、 以跨度思考、跨域合作，開拓繪本閱讀、加深活動企劃的縱橫面向 

本次見學的最大收穫是日本繪本基地活動企劃多元，並以細膩的執行細節呈現深度

的相關智識，日本的歷史發展讓他們更加重視與檢討歷史脈絡，會輕巧地帶入如戰爭、

和平、環境、多元世界樣貌等議題，讓繪本的引導不限於短期的教養或輔導，而是提供

孩子以多元價值觀認識世界的機會，也讓繪本的閱讀能跨越更多面向與年齡，主題策劃

也常能以孩子的視角出發，呈現豐富形式的面貌，多方面地讓孩子認識世界之外，也在

活動策辦中能創造自身的脈絡深度，把兒童閱讀發揚光大，也讓日本的繪本閱讀市場提

升。 

見學中也看見許多趨勢與相關資源，另整理為「附錄一、繪本主題策劃相關資料」

供相關單位後續規劃之靈感與參考，期待透過本次的紀錄，讓未來策辦繪本主題能更具

豐富多樣性，策劃繪本書展時能先觀察孩子的喜好、跨越年紀與情感的斷裂，以兒童的

眼光與心情出發，為孩子提供更吸引人的閱讀體驗、更多元的閱讀選擇，並加深各式主

題活動的廣度深度，與關注各式執行細節，以期透過繪本、圖文書、閱讀推廣活動，帶

動市民提升的圖像閱讀，深厚城市的文創力，並強化人民文化理解及閱讀溝通之國力。 

未來策辦活動也可加強跨領域、跨單位的相互合作，讓閱讀更符合未來世界的全人

化趨勢。透過不同類別創作型態或專業單位的聯合，可以將知識呈現的更加全面，為不

同理解類型的大人小孩提供更多選擇的閱讀觀點及邏輯想像，也能加廣觀看世界的方式。

透過各領域的交流對話，圖書館等知識載體可以成為更強大的平台，為社會帶來多元發

展的力量，也漸進地將各支線的文化串連，相互連結而永續發展，跳脫機構本位思考觀

點，以社會永續發展的角度，在創造自身的脈絡深度之外，也探索圖書館或閱讀推廣單

位在當代社會發展的可能性，藉由官方、學界與民間聯手，能推動全民的閱讀風氣，不

同機構各司其職更能相互補充與引導，讓讀者能在跨域的思維中激盪出美好未來風貌。 

 

二、閱讀空間與氛圍的整合型概念設計 

常有人說圖書館是世界上最夢幻的地方，是人們的第三空間，此次見學之旅中可以

發現圖書館也作為美術館或博物館接近歷史的途徑，知弘美術館中停留人數最多、時間

最久的除了餐廳之外便是圖書館，孩子們因為畫作而更融入書籍，大人們在此也更放鬆

地享受閱讀，建築空間結合營運理念，整體氛圍讓藝術成為日常，鼓勵人們沈浸於圖像

之中。 

相較於此行參訪的空間，高市圖的空間規劃設計上更具開放、對話性，鼓勵孩子能

多樣態的閱讀，圖書館的空間功能在時間的演進下，不斷解構與轉變，我們也於 2017

年轉型為行政法人，相較其他縣市公共圖書館，有更創新的條件與能力來因應快速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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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位時代，總圖的建築特色符合新型態的閱讀氛圍的優勢，活動策辦能突破大家對閱

讀的既有框架，能以此方向繼續創造圖書館的當代面貌。然而，國際繪本中心的繪本如

要大規模重整與劃分空間會需要極大的資源與能量，考量目前與日本一樣都是十進位法

的編目方式，可以先在書櫃加上圖像標示加強孩子對圖像的認知，並佐以各式小書展來

加強孩子對圖書區劃分的認知。而以功能面而言，若未來有機會空間改造，也可思考增

加專門的展出空間或展示櫃，期待後續可以獲得主管機關的支持與資源，改善空間規劃

與增加空間的功能性，讓高雄市民得以體驗更多面向的繪本閱讀，將圖像語言的藝術融

入生活，並拓展多元文化的閱讀思維。 

而圖書館的相關館舍如有機會增設或空間改善，可考慮以整合型的概念來設計空間

氛圍，結合閱讀推廣活動一同設計，貼近讀者需求，讓閱讀體驗更全面，圖書館變得更

親近，翻轉圖書館面貌，並提供鼓勵交流、對話、創作、思考的友善而全面的空間。 

 

三、透過對臺灣原創繪本的重視，突破以他國繪本為主流的文化霸權 

此行觀察日本之所以作為亞洲繪本趨勢中心，其軟實力來源主要原因為有各式單位

的相輔相成，有研究型的國際兒童圖書館呈現日本繪本史的精彩作品，並提供完善館藏

供繪本脈絡研究，各繪本產業也相互合作，以美術館、書店等多姿的啟發，讓繪本成為

國民閱讀的日常，從各面向讓兒童閱讀更全面，加強童書、圖像書、繪本產業的連結與

發展。 

國際繪本中心將繼續提升後續繪本推廣活動的策劃，期望將此行所學轉化為適合應

用於高雄、應用於高雄市立圖書館的模式，由圖書館的角度出發，以館藏資源協助補充

臺灣兒童閱讀推廣裡尚未完善的面向，讓大家未來可以在國際繪本中心更了解臺灣原創

繪本創作者與相關脈絡，以加強臺灣原創繪本的軟實力。 

臺灣原創繪本近年有更豐富的出版量，也得到更多關注，臺灣原創繪本翻譯為十幾

種語言的譯本，也有許多創作者得到國際大獎，相較於其他出版品面對電子化的衝擊，

繪本等圖像語言出版品卻具有逐漸成長的實力，也有更多的關注者，未來也可考慮效法

國際兒童圖書館，邀請各國的繪本專家來與大家分享國際繪本趨勢，透過了解國際、積

極參與交流，一方面能提升國際視野，一方面也能更找尋自己在地化的圖像語言，為臺

灣接續更多原創故事。 

除了邀請講者來台，也期許未來可持續獲得主管機關的支持，讓我們能有更多資源

推廣具推進國際實力的臺灣繪本，藉由圖書館作為跨國知識平台的力量，能與國際間其

他辦理相關業務的單位探訪交流，高市圖推行「雄愛讀冊」、「繪本沙龍」、「好繪芽

繪本創作人才扶植計畫」等相關服務具備相當能量，也希望未來能有機會到國際分享與

討論高市圖對親子共讀、圖像閱讀的努力與成果，也為臺灣原創繪本建立國際行銷，把

臺灣的好故事、好繪本分享給世界，提升臺灣繪本在世界的能見度，也建立與國內外繪

本單位的人脈，讓文化做為跨域交流合作的新方針。也期待透過對臺灣原創繪本的重視，

發展如「好繪芽繪本創作人才扶植計畫」讓繪本創作人才成長的計畫，讓未來能突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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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國繪本為主流的文化霸權，讓我們的孩子從小可以聽見更多臺灣風貌的故事、接觸在

地的圖像語言，更愛我們的土地，發展更多元文化觀點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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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繪本主題策劃相關資料 

本次探訪各類型的繪本單位後，觀察到日本繪本書展的策劃的趨勢，也發現許多相

關資料可作為後續規劃之靈感與參考，相關資料簡列如下： 

 

 繪本藝廊資料庫 

https://www.kodomo.go.jp/gallery/ 

 

 兒少圖書研究展廊中的「日本兒童文學：國際兒童圖書館的歷史」 

https://www.kodomo.go.jp/jcl/e/index.html 

 小書展 

https://www.kodomo.go.jp/use/room/childroom/month.html 

 

 繪本雜誌：この本読んで！ 

https://www.jpic.or.jp/konohon/book/konohon_73_2019winter.html 

 

 知弘美術館的繪本主題企劃 

https://chihiro.jp/themebooks/ 

 

 伊藤忠紀念財團的繪本介紹 

https://www.itc-zaidan.or.jp 

 

 日本福音館的分齡繪本推薦 

https://www.fukuinkan.co.jp/bookguide/ 

 

  

https://www.kodomo.go.jp/gallery/
https://www.kodomo.go.jp/jcl/e/index.html
https://www.kodomo.go.jp/use/room/childroom/month.html
https://www.jpic.or.jp/konohon/book/konohon_73_2019winter.html
https://chihiro.jp/themebooks/
https://www.itc-zaidan.or.jp/
https://www.fukuinkan.co.jp/book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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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圖書館閱覽服務可參考之相關資料 

• 兒童館藏查詢系統 

https://iss.ndl.go.jp/children/top/ 

 

• 給孩子的圖書館介紹網站 

https://www.kodomo.go.jp/kids/ilcl/index.html 

 

• 向兒童介紹如何找書 

https://www.kodomo.go.jp/use/room/teens/index.html 

 

https://iss.ndl.go.jp/children/top/
https://www.kodomo.go.jp/kids/ilcl/index.html
https://www.kodomo.go.jp/use/room/teens/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