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 9-12月 

小蜻蜓兒童讀書會 

110年 9-12月小蜻蜓兒童讀書會 開始招生囉！ 

 

發揮公共圖書館既有圖書資源，深入社區推動閱讀，讓孩童在同儕學習的模式，

體驗閱讀的樂趣，培養小小閱讀種子，提升社區閱讀風氣。 

 

⚫ 開課期程：110年 9-12 月期間，依各辦理分館規劃的時間上課，詳如附件，

若有異動以各分館公告為主。 

 

⚫ 招生時間：8/1（一）起於開館時間內，請洽詢欲參加的分館報名，每班招

收 20人，額滿為止。 

 

⚫ 招生對象：以國小 3-4年級優先，不足額招收 5-6年級。 

 

⚫ 實施方式：由帶領老師指導透過閱讀、影片欣賞、分享討論等方式進行。 

 

⚫ 開課館別： 

＊右昌分館 3631338  ＊左新分館 3500228  ＊左營分館 5839802 

＊苓雅分館 2288919  ＊鼓山分館 5515554  ＊翠屏分館 3639358 

＊鹽埕分館 5322912  ＊三民分館 3225528  ＊前鎮分館 7173008 

＊杉林分館 6771687  ＊林園分館 6431419  ＊林園二館 6434731 

＊草衙分館 8126708  ＊陽明分館 3899939  ＊寶珠分館 3950813 

＊大社分館 3519582  ＊永安分館 6910164  ＊阿蓮分館 6312144 

＊茄萣分館 6902297  ＊湖內分館 6995569  ＊路竹分館 6979238 

＊彌陀分館 6102317  ＊中庄分館 7023199  ＊中崙分館 7555509 

＊仁武分館 3710955  ＊六龜分館 6892105  ＊鳥松分館 7314809 

＊澄觀分館 3747592  ＊小港分館 8021512  ＊美濃分館 6817002 

＊鳳二分館 8415875  ＊大樹二館 6519281  ＊楠仔坑分館 3551381 

＊鳳山曹公分館 7468809  ＊內門木柵分館 6681009 

＊文化中心分館 2225136  ＊李科永圖書館 2610005 

＊新興民眾閱覽室 2411805 



110年 9-12月 

小蜻蜓兒童讀書會 

辦理館別：三民分館 

帶領老師：上官榮子、李秀英、黃惠英 

帶領時間：週六 14:00-17:0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09/25 
相見歡 （自我介紹） 

你愛誰多一點 （親情與愛） 
三民分館 上官榮子、李秀英 

09/25 
延伸：桌遊製作 

（請自備鉛筆，彩色筆用具） 
三民分館 上官榮子、李秀英 

10/02 
猜猜我有多愛你 

（欣賞與接納） 
三民分館 上官榮子、李秀英 

10/02 延伸：猜一猜比一比 三民分館 上官榮子、李秀英 

10/09 
平底鍋爺爺（核心主題：天生我
材必有用自我肯定） 

帶領人自理 黃惠英 

10/09 
掌握故事節奏 大家一起玩故

事 

（請學員自備 

著色用具） 
黃惠英 

10/16 
勵志圖片短片賞析 

（核心主題：不同物種皆有善念） 
帶領人自理 黃惠英 

10/16 

本期課程回顧及好書分享同樂

會，頒發表現優異學員結業證

書及獎品。 

帶領人自理 黃惠英 

 

辦理館別：大社分館 

帶領老師：黃惠英 

帶領時間：週三 13:30-16:3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09/08 
相見歡&自我介紹 

餅乾點心分享 

（請學員 

自備筆） 
黃惠英 

09/08 
出口成章&讀文章學成語  

（成語運用）  
帶領人自理 黃惠英 

09/15 
繪本賞析：台灣鯨讚 

（核心主題：鯨豚保育） 
帶領人自理 黃惠英 

09/15 故事趣味互動遊戲 
（請學員自備 

著色用具） 
黃惠英 

09/22 
平底鍋爺爺 （核心主題：天生

我材必有用  自我肯定）  
帶領人自理 黃惠英 

09/22 
掌握故事節奏 

大家一起玩故事 

（請學員自備 

著色用具） 
黃惠英 

09/29 
勵志圖片短片賞析（核心主題：

不同物種皆有善念） 
帶領人自理 黃惠英 

09/29 

本期課程回顧及好書分享同樂

會，頒發表現優異學員結業證書

及獎品。 

帶領人自理 黃惠英 



110年 9-12月 

小蜻蜓兒童讀書會 

辦理館別：大樹二館 

帶領老師：薛麗真、史玉春、邱麗娜、林琇璸、陳美莉 

帶領時間：週三 15:00-16:3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09/22 煙囪的故事（環境永續）  薛麗真 

09/29 
和平樹-一則來自非洲的真實故

事（環境教育） 
 薛麗真 

10/06 我的姐姐不一樣（生命教育）  史玉春 

10/13 愛生氣的小王子（情緒管理）  邱麗娜 

10/20 不會游泳的青蛙（品格教育）  邱麗娜 

10/27 大象在哪裡（環境保護）  林琇璸 

11/03 海星在哪裡（海洋保育）  林琇璸 

11/10 最熱烈的掌聲（生活教育）  陳美莉 

 

 

辦理館別：小港分館 

帶領老師：李桂華、游步風 

帶領時間：13:30-16:3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09/04 
世界的孩子，不一樣的生活 

（認識世界） 
自備 李桂華 

09/04 
未來兒童 

（展望未來） 
自備 李桂華 

09/18 文學裡的故事 自備 游步風 

09/18 影片欣賞─小宇宙 岡山文化 游步風 

09/25 
躲進世界的角落 

（適應世界） 
岡山 李桂華 

09/25 
我不是完美小孩 

（自我認同） 
自備 李桂華 

10/02 電影欣賞─小宇宙 自備 游步風 

10/02 遊戲時間 自備 游步風 

 

 



110年 9-12月 

小蜻蜓兒童讀書會 

辦理館別：中庄分館 

帶領老師：黃惠英、蔡佩娟 

帶領時間：週六 13:30-14:3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10/23 
相見歡&自我介紹 

餅乾點心分享 

（請學員自備

筆及著色用品） 
黃惠英 

10/23 
繪本賞析：台灣鯨讚 

（核心主題：鯨豚保育） 
帶領人自理 黃惠英 

10/30 

勵志圖片短片賞析 

（核心主題：不同物種皆有善

念） 

帶領人自理 黃惠英 

10/30 
本期課程回顧及好書分享同樂

會憑優點兌換獎品 
帶領人自理 黃惠英 

11/06 古典音樂賞析 帶領人自理 蔡佩娟 

11/06 古典音樂賞析 帶領人自理 蔡佩娟 

11/13 古典音樂賞析 帶領人自理 蔡佩娟 

11/13 古典音樂賞析 帶領人自理 蔡佩娟 

 

 

辦理館別：中崙分館 

帶領老師：文蘭（荳荳阿姨） 

帶領時間：週六 10:00-11:3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09/18 吹牛（想像力） 中崙分館 文蘭 

09/25 剛達爾溫柔的光（分享） 中崙分館 文蘭 

10/09 
10 件事我做了，世界會更好 

（環保） 
中崙分館 文蘭 

10/16 鬼遊戲（民間故事） 中崙分館 文蘭 

10/23 鬼遊戲（民間故事） 中崙分館 文蘭 

10/30 一把蓮（歷史） 中崙分館 文蘭 

11/13 一把蓮（歷史） 中崙分館 文蘭 

11/20 一把蓮（歷史） 中崙分館 文蘭 

 



110年 9-12月 

小蜻蜓兒童讀書會 

辦理館別：仁武分館 

帶領老師：黃惠英 

帶領時間：週三 13:30-14:3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10/06 
相見歡&自我介紹 

餅乾點心分享 

（請學員 

自備筆） 
黃惠英 

10/06 
出口成章&讀文章學成語 

（成語運用） 
帶領人自理 黃惠英 

10/13 
繪本賞析：台灣鯨讚 

（核心主題：鯨豚保育） 
帶領人自理 黃惠英 

10/13 
故事趣味互動遊戲 

及紙陀螺製作 

（請學員自備 

著色用具） 
黃惠英 

10/20 
平底鍋爺爺 （核心主題：天生

我材必有用  自我肯定） 
帶領人自理 黃惠英 

10/20 
掌握故事節奏 

大家一起玩故事 

（請學員自備 

著色用具） 
黃惠英 

10/27 

勵志圖片短片賞析 

（核心主題：不同物種皆有善

念） 

帶領人自理 黃惠英 

10/27 

本期課程回顧及好書分享同樂

會，頒發表現優異學員結業證書

及獎品。 

帶領人自理 黃惠英 

 

 

辦理館別：內門木柵分館 

帶領老師：李黎娟 

帶領時間：週四 16:00-17:3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09/16 星空下的舞會 三民分館 李黎娟 

09/23 愛思考的青蛙  三民分館 李黎娟 

10/07 我好怕，我不怕 大社分館 李黎娟 

10/14 史蒂芬妮的馬尾 小港分館 李黎娟 

10/21 向鬼王下戰帖:客家義民節 仁武分館 李黎娟 

11/11 小喵和紅色的大公車 仁武分館 李黎娟 

11/18 風箏小雲朵 內門分館 李黎娟 

11/25 吼~我生氣了! 內門木柵分館 李黎娟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25208&Lflag=1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063666&Lflag=1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245053&Lflag=1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357519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360405
http://webpac.ksml.edu.tw/bookDetail.do?id=1514918


110年 9-12月 

小蜻蜓兒童讀書會 

辦理館別：六龜分館 

帶領老師：張運正 

帶領時間：週五 10:30-12:0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09/10 
高雄縣六龜鄉十八羅漢山地

質、地形簡介 
六龜分館 張運正 

09/17 
基本設計:設計及造形藝術的基

礎 
六龜分館 張運正 

09/24 藝術鑑賞入門 六龜分館 張運正 

10/01 中華雕刻史 六龜分館 張運正 

10/08 DIY 石頭彩繪 六龜分館 張運正 

10/15 神奇的小石頭 六龜分館 張運正 

10/22 中國雕刻藝術 六龜分館 張運正 

10/29 創意石頭彩繪 六龜分館 張運正 

 

 

辦理館別：右昌分館 

帶領老師：郭美雲 

帶領時間：週五 14:30-16:0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09/17 Home家（溫馨親情） 右昌分館 郭美雲 

09/24 當你長大的時候（成長認知） 右昌分館 郭美雲 

10/01 無所事事的一天（時間可貴） 右昌分館 郭美雲 

10/08 吸墨鬼來了（奇幻冒險） 右昌分館 郭美雲 

10/15 西遊記（古典奇幻） 右昌分館 郭美雲 

10/22 兒童讀唐詩（文學欣賞） 右昌分館 郭美雲 

10/29 晶晶的桃花源記（奇幻冒險） 右昌分館 郭美雲 

11/05 
蛇和蜥蜴：永遠的好朋友 

（友情真諦） 
右昌分館 郭美雲 

 



110年 9-12月 

小蜻蜓兒童讀書會 

辦理館別：左新分館 

帶領老師：黃其君老師 

帶領時間：週三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10/06 神奇飛天書[重新定義閱讀]（上）  黃其君 

10/06 神奇飛天書[重新定義閱讀]（下）  黃其君 

10/13 上學途中[走讀生活]（上）  黃其君 

10/13 上學途中[走讀生活]（下）  黃其君 

10/20 
都會野花野草圖鑑 

[生活與閱讀]（上） 
 黃其君 

10/20 
都會野花野草圖鑑 

[生活與閱讀]（下） 
 黃其君 

10/27 

文學帶路,遊舊城：走讀左營文

學地景[他人是如何從走讀到寫

作]（上） 

 黃其君 

10/27 

文學帶路,遊舊城：走讀左營文

學地景[他人是如何從走讀到寫

作]（下） 

 黃其君 

 

辦理館別：左營分館 

帶領老師：蔡翠芳 

帶領時間：週日 13:30-15:0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09/05 
核心主題：閱讀旅行趴趴走 

課程介紹：認識你真好 
 蔡翠芳 

09/12 書目：PEO 人 PLE 左營分館 蔡翠芳 

09/19 
延伸閱讀活動 

人與人的對話 
 蔡翠芳 

09/26 書目:阿志的餅 左營分館 蔡翠芳 

10/03 
延伸閱讀活動 

腳色對話論視界 
 蔡翠芳 

10/17 書目：劍獅出巡 左營分館 蔡翠芳 

10/24 
延伸閱讀活動 

劍獅設計與製作 
 蔡翠芳 

10/31 成果拍賣會  蔡翠芳 

 



110年 9-12月 

小蜻蜓兒童讀書會 

 

辦理館別：永安分館 

帶領老師：黃良玉 

帶領時間：週六 09:00-12:0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11/6（六） 

09:00~10:30 
山上的水（追根溯源）  黃良玉 

11/6（六） 

10:30~12:00 
拐杖狗（情感連結）  黃良玉 

11/13（六） 

09:00~10:30 
先跟你們說再見（分離）  黃良玉 

11/13（六） 

10:30~12:00 
九色鹿（善惡的觀察）  黃良玉 

11/20（六） 

09:00~10:30 

用愛心說實話 

（說仁慈之語） 
 黃良玉 

11/20（六） 

10:30~12:00 
最重要的事（人的品質）  黃良玉 

11/27（六） 

09:00~12:00 

說到做到 

（兒童哲學：思考道德） 
 黃良玉 

 

 

辦理館別：杉林分館 

帶領老師：黃淑萍 

帶領時間：週三 19:00-20:3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09/01 小歐就是愛看書 杉林分館 黃淑萍 

09/08 好棒的修車廠 杉林分館 黃淑萍 

09/15 鱷魚先生在百貨公司上班 甲仙分館 黃淑萍 

09/22 朱家故事 杉林分館 黃淑萍 

09/29 怕浪費的奶奶 甲仙分館 黃淑萍 

10/06 吉貝耍夜祭 甲仙分館 黃淑萍 

10/13 我和我家附近的野狗們 甲仙分館 黃淑萍 

10/20 Guji guji 甲仙分館 黃淑萍 

 



110年 9-12月 

小蜻蜓兒童讀書會 

辦理館別：李科永紀念圖書分館 

帶領老師：楊慧婷、陳宜君、關翠華、李佳靜 

帶領時間：週三 14:00-15:3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09/08 
曾曾祖父 106歲 

（生命的限度） 
 楊慧婷 

09/15 
小喜鵲和岩石山 

（讓愛豐富生命） 
 楊慧婷 

09/22 親愛的（親情.情緒管理）  陳宜君 

09/29 
五百羅漢交通平安 

（守護.勇氣.成長） 
 陳宜君 

10/06 好心的國王（兒童人權）  關翠華 

10/13 
我的海盜媽媽（愛的關懷行動） 

延伸相關書籍-我的海盜父親 
 關翠華 

10/20 
好好哭吧（生命教育 -親情關

懷、創意想像） 
 李佳靜 

10/27 
歡喜巫婆之剛好有雜貨店 

（生命教育-希望、愛） 
 李佳靜 

 

 

辦理館別：林園分館 

帶領老師：陳南屏、嚴淑美、吳欣蓉 

帶領時間：週三 14:00-15:3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09/15 蠟筆小黑 永安 嚴淑美 

09/22 小種籽 鹽埕 陳南屏 

09/29 這不是我的帽子  左新 嚴淑美 

10/06 傳家寶 林園 吳欣蓉 

10/13 是蝸牛開始的! 岡山 嚴淑美 

10/20 帕拉帕拉山的妖怪 大寮 陳南屏 

10/27 湯姆歷險記 永安 陳南屏 

11/03 一吋蟲 翠屏 吳欣蓉 

 



110年 9-12月 

小蜻蜓兒童讀書會 

辦理館別：林園二館 

帶領老師：陳南屏、嚴淑美、吳欣蓉 

帶領時間：週三 14:00-15:3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09/15 小種籽 鹽埕 陳南屏 

09/22 蠟筆小黑 永安 嚴淑美 

09/29 傳家寶 林園 吳欣蓉 

10/06 這不是我的帽子  左新 嚴淑美 

10/13 帕拉帕拉山的妖怪 大寮 陳南屏 

10/20 是蝸牛開始的！ 岡山 嚴淑美 

10/27 一吋蟲 翠屏 吳欣蓉 

11/03 湯姆歷險記 永安 陳南屏 

 

 

辦理館別：阿蓮分館 

帶領老師：梅慧玲老師 

帶領時間：週三、五 08:00-11:1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09/15 
如果沒有人喜歡我， 

我也要喜歡自己 
講師自備 梅慧玲 

09/15 
如果沒有人喜歡我， 

我也要喜歡自己 
講師自備 梅慧玲 

09/17 大鯨魚瑪莉蓮 講師自備 梅慧玲 

09/17 大鯨魚瑪莉蓮 講師自備 梅慧玲 

09/22 希望小提琴 講師自備 梅慧玲 

09/22 希望小提琴 講師自備 梅慧玲 

09/24 繪本主角爭霸戰 講師自備 梅慧玲 

09/24 繪本主角爭霸戰 講師自備 梅慧玲 

 

 



110年 9-12月 

小蜻蜓兒童讀書會 

辦理館別：前鎮分館 

帶領老師：張玉麗老師 

帶領時間：週六 10:00-12:0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10/23 
圖書館的秘密 

（認識資源） 
橋頭 張玉麗老師 

10/30 
你很不一樣，真是太棒了！ 

（自我接納） 
鳳山曹公 張玉麗老師 

11/06 
菜刀小子陣頭夢 

（追求夢想） 
永安 張玉麗老師 

11/13 
鴿子與靶機 

（選擇的智慧） 
梓官 張玉麗老師 

11/20 
虎姑婆 

（民間故事） 
雲端書庫 張玉麗老師 

11/27 
疫苗的故事 

（科普/百科） 
雲端書庫 張玉麗老師 

 

 

辦理館別：美濃分館 

帶領老師：劉議心 

帶領時間：13:30-16:0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10/06 
和機器王的飲食之旅 

〈營養重要〉 
美濃 劉議心 

10/06 大家為什麼要吃飯〈養份〉 美濃 劉議心 

10/13 慢慢吃，不要急〈營養〉 美濃 劉議心 

10/13 
壯壯超人的均衡飲食 

〈均衡飲食〉 
美濃 劉議心 

10/20 
地球人的用餐禮儀 

〈餐桌禮儀〉 
美濃 劉議心 

10/20 吃出好味道〈感覺〉 美濃 劉議心 

10/27 最美的禮物〈幸福〉 小港 劉議心 

10/27 害怕沒什麼大不了〈感受〉 左新 劉議心 

 

 



110年 9-12月 

小蜻蜓兒童讀書會 

辦理館別：苓雅分館 

帶領老師：關翠華、江幸蓁 

帶領時間：週六 14:00-15:3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09/25 記憶的項鍊（親情） 左營 江幸蓁 

10/02 一隻有教養的狼（尊重） 右昌 江幸蓁 

10/16 暴風雨過後（面對壓力） 無 關翠華 

10/23 紅黃黑白（多元觀點） 無 關翠華 

10/30 我的夢不落地（實踐） 無 關翠華 

11/06 我的海盜父親（希望） 無 關翠華 

11/13 西貢小子（移民寶石） 無 關翠華 

11/20 第二個惡人（客觀查證） 無 關翠華 

 

辦理館別：茄萣分館 

帶領老師：陳虹蓁（默默） 

帶領時間：週日 09:30-11:00 & 13:00-14:3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09/05 陪爸爸去上班（陪同與相伴）  陳虹蓁 

09/05 陪爸爸去上班（陪同與相伴）  陳虹蓁 

09/12 第十一個兄弟（手足之情）  陳虹蓁 

09/12 第十一個兄弟（手足之情）  陳虹蓁 

09/19 
八歲，一個人去旅行 

（親情與友情） 
 陳虹蓁 

09/19 
八歲，一個人去旅行 

（親情與友情） 
 陳虹蓁 

09/26 誰是第一名（關心與尊重）  陳虹蓁 

09/26 誰是第一名（關心與尊重）  陳虹蓁 

 

 

 

 

 



110年 9-12月 

小蜻蜓兒童讀書會 

辦理館別：草衙分館 

帶領老師：游步風、莊雅嵐,孫薇雅 

帶領時間：週三 13:30-16:3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10/06 文學裡的故事 自備 游步風 

10/06 遊戲時間 自備 游步風 

10/13 紙戲人（懷舊） 各分館 孫薇雅 

10/13 紙戲人（懷舊） 各分館 孫薇雅 

10/20 掉進畫裡的女孩 各分館 莊雅嵐 

10/20 掉進畫裡的女孩 各分館 莊雅嵐 

10/27 和小蓮一起遊莫內花園 永安分館 莊雅嵐 

10/27 和小蓮一起遊莫內花園 永安分館 莊雅嵐 

 

 

辦理館別：高市文化中心分館 

帶領老師：郭淑玲、鐘鳳秀 

帶領時間：週三 14:00-15:3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09/08 
始業（相見歡、書目介紹） 

手作 
高市文 郭淑玲、鐘鳳秀 

09/15 
麗莎和卡斯柏-我們在日本 

（親子旅遊） 
高市文 郭淑玲 

09/22 母鴨潔瑪的故事（親子） 高市文 郭淑玲 

09/29 腦筋急轉彎 高市文 郭淑玲 

10/06 蝴蝶朵朵（兩性教育） 高市文 鐘鳳秀 

10/13 電影欣賞與心得分享 高市文 鐘鳳秀 

10/20 沒有東西送給你（生活智慧） 高市文 鐘鳳秀 

10/27 結業（成果發表）、手作 DIY 高市文 郭淑玲、鐘鳳秀 

 

 

 

 



110年 9-12月 

小蜻蜓兒童讀書會 

帶領館別：鳥松分館 

帶領老師：黃惠英 

帶領時間：週六 09:00-12:0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10/16 
相見歡&自我介紹 

餅乾點心分享 

（請學員 

自備筆） 
黃惠英 

10/16 
出口成章&讀文章學成語 

（成語運用） 
帶領人自理 黃惠英 

10/23 
繪本賞析：台灣鯨讚 

（核心主題：鯨豚保育） 
帶領人自理 黃惠英 

10/23 
故事趣味互動遊戲 

及紙陀螺製作 

（請學員自備 

著色用具） 
黃惠英 

10/30 
平底鍋爺爺（核心主題：天生我

材必有用  自我肯定） 
帶領人自理 黃惠英 

10/30 
掌握故事節奏 

大家一起玩故事 

（請學員自備 

著色用具） 
黃惠英 

11/06 
勵志圖片短片賞析（核心主題：

不同物種皆有善念） 
帶領人自理 黃惠英 

11/06 

本期課程回顧及好書分享同樂

會，頒發表現優異學員結業證書

及獎品。 

帶領人自理 黃惠英 

 

 

辦理館別：湖內分館 

帶領老師：梅慧玲 

帶領時間：週六 14:00-17:0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10/30 野鳥食堂（環境） 老師提供 梅慧玲 

10/30 野鳥食堂（環境） 老師提供 梅慧玲 

11/06 小水滴環遊世界（環境） 老師提供 梅慧玲 

11/06 小水滴環遊世界（環境） 老師提供 梅慧玲 

11/13 狐狸與兔子（友誼） 老師提供 梅慧玲 

11/13 狐狸與兔子 （友誼） 老師提供 梅慧玲 

11/20 了不起的你（自我認同） 老師提供 梅慧玲 

11/20 了不起的你 （自我認同） 老師提供 梅慧玲 

 

 



110年 9-12月 

小蜻蜓兒童讀書會 

辦理館別：陽明分館 

帶領老師：洪玉蕊、張玉麗 

帶領時間：週日 10:00-11:3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09/05 乳香樹天空（公平的追尋） 自備 PPT 洪玉蕊 

09/12 
狗狗愛上掌上圖書館 

（認識資源） 
自備 張玉麗 

09/19 謝謝大家的信（感恩愛物） 永安分館 洪玉蕊 

09/26 疫苗的故事（科普/百科） 雲端書庫 張玉麗 

10/03 
超狗偵探事件簿 .1 .男孩怎麼

失蹤了?（觀察推理） 
鳥松分館 洪玉蕊 

10/17 檸檬水犯罪事件（成長/校園） 左新分館 張玉麗 

10/24 
閃亮亮的小銀 

（生命意義的探尋） 
梓官赤東 洪玉蕊 

10/31 馬頭琴（多元文化） 雲端書庫 張玉麗 

 

 

辦理館別：新興分館 

帶領老師：周佳蓉 

帶領時間：週三 13:30-15:0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09/15 

相見歡/閱讀書單簡介/ 

介紹美國凱迪克獎書籍 

這不是我的帽子（幻想/冒險） 

左新分館 周佳蓉 

09/22 
瘋狂星期二 

（圖像思考） 
前鎮分館 周佳蓉 

09/29 
藝術大搖滾 

（創意/想像） 
小港分館 周佳蓉 

10/06 
好奇猴喬治得獎牌 

（偵探/冒險） 
小港分館 周佳蓉 

10/13 
石頭湯 

（合作思維） 
右昌分館 周佳蓉 

10/20 
橘色奇蹟 

（創意/思考） 
鹽埕分館 周佳蓉 

10/27 
八歲一個人去旅行 

（生命教育） 

新興民眾 

閱覽室 
周佳蓉 

11/03 
長大後想變成甚麼呢？ 

（生活教育） 

新興民眾 

閱覽室 
周佳蓉 

 



110年 9-12月 

小蜻蜓兒童讀書會 

帶領館別：楠仔坑分館 

帶領老師：竇美華 

帶領時間：週二 08:00-09:3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09/14 相見歡  竇美華 

09/28 上街買東西 自備 竇美華 

10/12 小真的長頭髮 自備 竇美華 

10/19 小真的長頭髮 自備 竇美華 

10/26 米諾貓上街去買魚 自備 竇美華 

11/02 傻鵝皮杜妮 自備 竇美華 

11/09 傻鵝皮杜妮 自備 竇美華 

11/16 成果展  竇美華 

 

 

帶領館別：路竹分館 

帶領老師：何夷玲 

帶領時間：07:50-09:2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09/07 酷老師逛動物園 老師提供 何夷玲 

09/11 森林大會 老師提供 何夷玲 

09/14 了不起的大腳丫 老師提供 何夷玲 

09/17 亞瑟小子 老師提供 何夷玲 

09/24 兩株蕃茄 老師提供 何夷玲 

09/28 大腳丫跳芭蕾 老師提供 何夷玲 

10/01 1.2.3 飛吧 老師提供 何夷玲 

10/05 我怕黑 老師提供 何夷玲 

 

 

 

 

 



110年 9-12月 

小蜻蜓兒童讀書會 

帶領館別：鼓山分館 

帶領老師：林月娥、楊秀貞、劉啟鳳 

帶領時間：週日 10:00-11:3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09/26 始業（相見歡、書目介紹）  
林月娥暨 

全部帶領人 

10/03 小蝸牛搭便車（自信勇敢） 三民分館 楊秀貞 

10/17 暴龍遇到雞（海洋環境） 路竹分館 林月娥 

10/24 歡喜巫婆買掃把（勇氣創意）  楊秀貞 

10/31 
給小學生的環境自然課 

（生態環境） 
內門木柵分館 林月娥 

11/07 冰雪奇緣 2（幻想冒險） 公播影片 劉啟鳳 

11/14 
冰雪奇緣 2-回家之路 

（幻想冒險） 
繪本 劉啟鳳 

11/21 結業（成果發表）  
楊秀貞暨 

全部帶領人 

 

 

帶領館別：翠屏分館 

帶領老師：竇美華 

帶領時間：週四 08:00-09:3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09/23 相見歡  竇美華 

09/30 胡安娜的圖書館 左營分館 竇美華 

10/07 胡安娜的圖書館 左營分館 竇美華 

10/21 入侵紫蝶谷 翠屏分館 竇美華 

10/28 入侵紫蝶谷 翠屏分館 竇美華 

11/04 平底鍋爺爺 左營分館 竇美華 

11/11 平底鍋爺爺 左營分館 竇美華 

11/25 成果展  竇美華 

 

 



110年 9-12月 

小蜻蜓兒童讀書會 

帶領館別：鳳二分館 

帶領老師：陳宇嫻、孫薇雅、商樂家、簡月好 

帶領時間：週六 13:30-16:3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09/04 

相見歡（了解讀書會的真諦） 

繪本賞析：愛作夢的巴比 

（核心主題:自我肯定）  

帶領人自理 

請學員自備鉛

筆、橡皮擦 

陳宇嫻 

  09/04 創意 DIY手工書製作 

請學員自備剪

刀、美工刀、口

紅膠及著色用

具 

陳宇嫻 

09/18 
繪本賞析：石頭湯 

（核心主題:打破偏見） 

帶領人自理 

請學員自備鉛

筆、橡皮擦 

孫薇雅 

09/18 
石頭湯、市場街的最後一站  

（遊戲創作） 

請學員自備剪

刀、美工刀、口

紅膠及著色用

具 

孫薇雅 

09/25 

繪本賞析：Maggie and Milo 

（核心主題：向自然學習―友誼

與自然生態觀察） 

帶領人自理 商樂家 

09/25 

DIY-跳跳蛙摺紙（利用回收紙

張，手作跳跳蛙，自行裝飾上色

後，比賽跳高跳遠） 

請學員自備口

紅膠、美工刀、

及彩色簽字筆 

商樂家 

10/02 
繪本賞析： Grace  

（核心主題：說專心） 
帶領人自理 簡月好 

10/02 

DlY：手作微桌遊 

頒發表現優異學員結業證書及

獎品 

請學員自備

尺、美工刀、口

紅膠 
簡月好 

 

帶領館別：彌陀公園分館 

帶領老師：蔡國治、楊敏媛、石美珍、王曉苓 

帶領時間：週六 13:30-16:3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09/25 秘密不見了(愛心) 自理 
蔡國治、王曉苓 

楊敏媛、石美珍 

10/02 貓的救援(信任) 自理 
蔡國治、王曉苓 

楊敏媛、石美珍 

10/09 神射手(決心) 自理 
蔡國治、王曉苓 

楊敏媛、石美珍 

10/16 公主的使命(傳承) 自理 
蔡國治、王曉苓 

楊敏媛、石美珍 



110年 9-12月 

小蜻蜓兒童讀書會 

辦理館別：曹公分館 

帶領老師：洪玉蕊、張玉麗 

帶領時間：週日 09:00-11:3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11/07 

再見夏天，哈囉秋天 

（季節與心情） 
PPT 洪玉蕊 

顏色妖怪（情緒管理） 自備 洪玉蕊 

11/14 

圖書館獅子（認識資源） 永安分館 張玉麗 

鴿子與靶機（選擇的智慧） 梓官分館 張玉麗 

11/21 

小島（大自然之歌） PPT 洪玉蕊 

島王（生命的悸動） 燕巢 洪玉蕊 

11/28 

疫苗的故事（科普/百科） 雲端書庫 張玉麗 

祕密計畫（善待社會） 雲端書庫 張玉麗 

 

 

帶領館別：澄觀分館 

帶領老師：黃惠英 

帶領時間：週六 09:00-12:0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09/18 
相見歡&自我介紹 

餅乾點心分享 

（請學員 

自備筆） 
黃惠英 

09/18 
出口成章&讀文章學成語 

（成語運用） 
帶領人自理 黃惠英 

09/25 
繪本賞析：台灣鯨讚 

（核心主題：鯨豚保育） 
帶領人自理 黃惠英 

09/25 
故事趣味互動遊戲 

及紙陀螺製作 

（請學員自備 

著色用具） 
黃惠英 

10/02 
平底鍋爺爺 （核心主題：天生

我材必有用  自我肯定） 
帶領人自理 黃惠英 

10/02 
掌握故事節奏 

大家一起玩故事 

（請學員自備 

著色用具） 
黃惠英 

10/09 
勵志圖片短片賞析（核心主題：

不同物種皆有善念） 
帶領人自理 黃惠英 

10/09 

本期課程回顧及好書分享同樂

會，頒發表現優異學員結業證書

及獎品。 

帶領人自理 黃惠英 

 

 



110年 9-12月 

小蜻蜓兒童讀書會 

辦理館別：鹽埕分館 

帶領老師：周佳蓉、謝佩倩、江幸蓁 

帶領時間：週六 10:00-11:3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10/02 
相見歡 

課程書單簡介/我的閱讀存摺 
 

江幸蓁 

謝佩倩 

周佳蓉 

10/09 
怕浪費的奶奶 

（惜物/創造） 
甲仙分館 江幸蓁 

10/16 
爺爺一定有辦法 

（惜物/創造） 
甲仙分館 江幸蓁 

10/23 
來畫一顆神奇的樹 

（想像/創造） 
林園分館 周佳蓉 

10/30 
桂花雨 

（意象/感知） 
新興分館 周佳蓉 

11/06 
最重要的事 

(生命教育/誠信) 
右昌分館 謝佩倩 

11/13 
古強森的聖誕奇蹟 

(生命教育/愛) 
鹽埕分館 謝佩倩 

11/20 
學期閱讀心得分享/ 

作品成果展示暨獎勵 
 

江幸蓁 

謝佩倩 

周佳蓉 

 

館別：寶珠分館 

帶領老師：洪玉蕊、關翠華、曹震慧、麥淑清 

帶領時間：週二 09:30-11:00 

日期 書  目（核心主題） 分館班級圖書 帶領老師 

09/14 
深夜魔女的奇幻藥房 

(魔幻中的人性) 
寶珠分館 洪玉蕊 

09/28 
剛達爾溫柔的光 

(同島一命、分享) 
寶珠分館 關翠華 

10/05 
精采過一生 

(樂觀面對生活變化) 
岡山分館 關翠華 

10/12 大野狼的短褲(價值觀) 仁武分館 曹震慧 

10/19 說到做到(誠信) 自理 曹震慧 

10/26 誰是第一名(尊重別人的看法) 寶珠分館 麥淑清 

11/02 敵人派(如何處理衝突的關係) 寶珠分館 麥淑清 

11/09 小王子(探索愛的哲理) 陽明分館 洪玉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