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萬紫千紅匯臺中 2018 全國故事志工總動員」
活動簡章(個人)
一、 緣起
為打造臺中成為幸福、快樂、閱讀及終身學習的書香城市，市立圖書館以
「推動城市閱讀」為目標，於 2017 年起於臺中首度舉辦「聽！臺中說故事─全
國故事志工總動員」活動，提供全國故事志工觀摩交流平台，一推出即獲得熱
烈迴響，好評不斷。
適逢世界花卉博覽會即將於臺中展開，本活動將於 2018 年結合花博擴大舉
辦，由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臺中市立圖書館通力合作，
以「萬紫千紅匯臺中 2018 全國故事志工總動員」為活動主題，廣邀各地公共圖
書館、學校、民間故事團體的志工一起「鬥陣臺中」，以「全國故事志工擂台
賽」結合專題講座、 創意交流工作坊等內容，讓前來參加的故事志工能互相學
習交流，同時一同參與難得的花博盛會，體驗臺中生態共生、自然共享、人文
共好的花博精神。
二、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臺中市政府
主辦單位：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臺中市立圖書館
協辦單位：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愛智圖書有限公司
三、 活動對象及人數：全國公共圖書館及機關、學校故事志工、全國故事團體志
工，預計 300 人。(包含參賽隊伍 120 人，一般故事志工參與 180 人)
四、 活動時間：107 年 11 月 5 日(星期一)-11 月 6 日(星期二)，共計 2 天
一、 活動地點：
1. 大墩文化中心演講廳(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 號)
2. 花博園區豐原葫蘆墩公園第 4 區
二、 活動內容
(一) 專題講座：邀請知名作家、劇團編導等專家學者，分享創作心得，並加強
戲劇技巧專業能力。
(二) 全國故事志工擂台賽：請全國故事志工組隊報名，切合花博主軸，參賽故
事內容以生態、環保、在地文化為主，經由比賽過程達成觀摩交流目的。
並邀請劇場及相關達人擔任比賽評審。

二、 報名方式
即日起至 10 月 9 日(星期二)或額滿為止，可分為隊伍與個人報名兩大
類。
(一) 單位推薦參賽隊伍報名
1. 各縣市機關或學校推薦故事志工組隊報名，各單位以推薦 1 隊為限。
每隊 5 人以上 8 人以內，演出人數須佔隊員人數 8 成以上，每隊須至
少有 5 成以上志工(領有志願服務冊)；每人以報名 1 隊為限，不得跨
隊參賽。目前暫訂 15 隊。
2. 比賽時間每隊至少 5 分鐘，以 10 分鐘為限。
3. 花博盃故事擂台賽獎項：前三名(1 萬 5000 元、1 萬 2000 元、8000
元)、優選三名(5000 元)，參賽隊伍均頒發參賽獎狀。(獎金以等值禮
券發放)
(二) 單位推薦個人報名
除組隊參賽外，一般故事志工可透過各縣市機關或學校推薦報名本活動，
每單位可推薦 2 位故事志工參加，由單位彙整後統一報名。
(三) 報名方式
1. 電子郵件報名：報名表及授權書彙整後，請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至
cehceh95@taichung.gov.tw，信件標題加註『全國故事志工總動員報
名』。
2. 傳真報名：傳真電話 04-24223918，傳真後請來電確認 0424225092#552 。
3. 報名經錄取後如因故無法參加，最遲請於活動 2 週前告知主辦單位取
消報名。
(四) 本活動提供 11 月 5 日當天住宿(優先提供臺中市、南投縣市、彰化以外區
域學員)。
三、 其他注意事項
(一) 因場地、名額限制，單位推薦個人報名者以首次參加為優先。
(二) 活動參與者需 2 天全程參與，錄取者將通知推薦單位聯絡人。
(三) 活動期間之膳食由主辦單位支應(臺中市、南投縣市、彰化以外區域學員
優先提供住宿)，往返所需差旅費用請參加人員自理。
(四) 因住宿房間數量及房型皆已預定，恕不受理更換房間或自費升等。
(五) 請自備環保杯、帽子、雨傘、藥品等個人用品。

(六) 花博期間人潮較多，活動場地停車位有限，本活動無專屬停車場或預留停
車位，亦無停車優惠，自行開車者請妥善評估，請多利用大眾運輸交通工
具。
(七) 活動期間乘坐本活動提供之接駁車者，為掌握乘車人數，除第一日大墩文
化中心報到之接駁外，將於報到時發給各趟接駁之乘車券，認券乘車，恕
不受理臨時乘車需求。
(八) 將為每位活動錄取者辦理保險，請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並由錄取者本人
參與活動，若因故造成無效承保或理賠爭議，活動辦理相關單位不負任何
責任。
(九) 活動如遇中央氣象局發布颱風警報及颱風侵襲等天災期間，活動辦理與
否，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及臺中市政府發布停止上班為準；活動是否延
期或停辦，由主辦單位另行公告。
(十) 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修改、終止、變更活動內容細節之權
力。

四、 活動內容

11 月 05 日
時間
08:30-09:00

星期一(第一天)

活動項目

內容

報到

主持(講)人

學員報到、領取資料袋
(大墩文化中心)

09:00-09:20 始業式

迎賓表演 貴賓致詞

09:20-10:50

繆思誤點的小孩—

文化局局長

我怎麼走上寫作之路

王志誠

專題講座

10:50-11:00
11:00-12:30

中場休息
專題講座

故事是最好的遊戲

繪本及童書作家

繪本是最美的玩具

郝廣才

12:30-14:00
14:00-15:30

午餐
交流工作坊

說故事，演故事—

頑石劇團總監

文學的戲劇性表現

郎亞玲

15:30-15:40
15:40-16:50

中場休息
交流工作坊

說故事，演故事—

頑石劇團總監

文學的戲劇性表現

郎亞玲

18:00-20:00

晚餐交流

11 月 06 日
時間
09:00-09:20

星期二(第二天)

活動項目
報到

內容

主持(講)人

學員報到(花博園區豐原葫蘆墩
公園第 4 區)

09:20-09:30
09:30-12:00

開場及貴賓致詞
擂台賽

全國故事志工擂台賽 I

12:00-13:00

午餐

13:00-16:00

擂台賽

全國故事志工擂台賽 II

16:00-16:30

結業式

頒獎暨結業式

五、 交通資訊：
(一)大墩文化中心(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 號)

總機：04-23727311

搭乘高鐵
可轉乘高鐵免費接駁車，至「土庫」站下車
可至「高鐵台中站客運轉運層」之「高鐵台中站（站牌名稱）」，搭乘 159 路公車到達「英才路、
西屯路口」，共經過 7 站。於「英才路、西屯路口」，再轉乘 51 號公車於本中心下車。
搭乘火車
若有交通工具（如租車）：往東北走中山路→向左轉，朝建國路前進→在第 1 個路口向左轉→走
建國路稍向右轉，繼續沿建國路前進→於林森路/136 縣道向右轉→繼續沿著林森路前進→接著走英
才路（大墩文化中心在左側），車輛可停至大墩文化中心收費停車場 。
轉搭公車
請使用本市公車動態資訊網( http://citybus.taichung.gov.tw/ibus/ )
→點選公車轉乘→輸入條件資訊來查詢。
自行開車
由中山高速公路中港交流道下匝道→臺灣大道→右轉英才路
由中山高速公路南屯交流道下匝道→五權西路→左轉向上路→右轉英才路
由中二高 203Km 處快官交流道下匝道→中彰快速道路五權西路出口
→左轉向上路→右轉英才路
由中彰快速道路→下五權西路出口
→左轉向上路→右轉英才路
由中投快速道路→下五權南路出口→
接五權路→左轉英才路

(二) 花博園區-豐原葫蘆墩公園(420 臺中市豐原區豐洲路 12 號)

◎擂臺賽地點：編號 21(綠野香坡廣場)
搭乘高鐵
搭乘高鐵至臺中站下車，轉乘臺鐵至豐原火車站
搭乘火車
搭乘至豐原車站下車，至臺鐵豐原站接駁站搭乘接駁車至豐原葫蘆墩公園 。
自行開車
豐原葫蘆墩公園 國 1(豐原交流道)→中正路→甲保廠停車場→轉乘接駁車至豐原葫蘆墩公園

臺中市立圖書館
「萬紫千紅匯臺中-2018 全國故事志工總動員」活動報名表
推薦單位名稱

聯絡電話

單位聯絡人
報

姓名

名

身分證字號

人

E-mail
出生年月日

手機

員
用餐

報

姓名

名

身分證字號

人

聯絡電話

□葷食 □素食

晚宴/住宿

2

報名方式

備註

個人資料使用
授權同意*

參加活動晚宴 □是 □否
需要住宿
□是 □否

出生年月日
E-mail
手機

員
用餐

日

E-mail

聯絡電話

1

年 月

□葷食□素食

晚宴/住宿

參加活動晚宴 □是 □否
需要住宿
□是 □否

1. 電子郵件報名：各單位彙整後，於 10 月 9 日前將報名表掃描檔以電子
郵件方式傳送至 cehceh95@taichung.gov.tw，信件標題加註『2018 全
國故事志工總動員報名』。
2. 傳真報名：傳真電話 04-24223918，傳真後請來電確認。
3. 本案聯絡人：陳智堯先生，04-24225092 分機 552
1.
2.
3.
4.

本活動優先提供臺中市、南投縣市、彰化以外區域學員住宿。
為維護活動品質，請勿攜帶 12 歲以下兒童或未經報名之親友參與。
經報名錄取未能親自出席者，不得託人代理簽到或領取資料等物品。
請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以辦理保險，並由錄取者本人參與活動，若因
故造成無效承保或理賠爭議，活動辦理相關單位不負任何責任。
5. 為響應環保政策，請自行攜帶環保杯筷。
1. 本館因辦理「萬紫千紅匯臺中 2018 全國故事志工總動員」活動所需，
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含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年、電話、手機、地
址、email 等)，僅供本活動辦理保險、住宿及活動相關業務使用。
2. 您已詳閱上述內容，並同意本館於合理範圍內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
料，且同意本館留存本同意書，供日後查驗。

【立同意書人】
報名人員 1.
姓名：

（請報名人員親自簽名）

報名人員 2.
姓名：

（請報名人員親自簽名）

請續填下一頁

交通接駁調查

交通接駁調查表
(請每位報名人員勾選接駁方式)
報名人員 1

姓名：

11 月 05 日(一)
□需於高鐵臺中站搭乘接駁車
大墩文化中心演講廳
□需於臺中火車站搭乘接駁車
報到
□自行前往
□不參加晚宴，搭乘接駁車至臺中火車站
活動結束後
□參加晚宴，需搭乘接駁車至飯店
□參加晚宴，自行前往飯店
11 月 06 日(二)
□需於豐原火車站搭乘接駁車前往豐原葫蘆墩公園
豐原葫蘆墩公園
□自行前往豐原葫蘆墩公園
全國故事志工擂台賽 ※備註：自行開車至豐原葫蘆墩公園者，需至花博園區規劃之甲保廠停車
(本項住宿者免填) 場 停 車 並 轉 乘 接 駁 車 ， 相 關 資 訊 請 參 照 花 博 官 網
(https://2018floraexpo.tw/Item/Detail/交通指南)。

活動結束後

□回程需搭乘接駁車至高鐵臺中站
□回程需搭乘接駁車至豐原火車站

報名人員 2

姓名：

11 月 05 日(一)
□需於高鐵臺中站搭乘接駁車
大墩文化中心演講廳
□需於臺中火車站搭乘接駁車
報到
□自行前往
□不參加晚宴，搭乘接駁車至臺中火車站
活動結束後
□參加晚宴，需搭乘接駁車至飯店
□參加晚宴，自行前往飯店
11 月 06 日(二)
□需於豐原火車站搭乘接駁車前往豐原葫蘆墩公園
豐原葫蘆墩公園
□自行前往豐原葫蘆墩公園
全國故事志工擂台賽 ※備註：自行開車至豐原葫蘆墩公園者，需至花博園區規劃之甲保廠停車
(本項住宿者免填) 場 停 車 並 轉 乘 接 駁 車 ， 相 關 資 訊 請 參 照 花 博 官 網
(https://2018floraexpo.tw/Item/Detail/交通指南)。

活動結束後

□回程需搭乘接駁車至高鐵臺中站
□回程需搭乘接駁車至豐原火車站

◎備註：
1. 花博期間人潮較多，活動場地停車位有限，本活動無專屬停車場或預留停車位，亦
無停車優惠，自行開車者請妥善評估，請多利用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2. 活動期間乘坐本活動提供之接駁車者，為掌握乘車人數，除第一日大墩文化中心報
到之接駁外，將於報到時發給各趟接駁之乘車券，認券乘車，恕不受理臨時乘車需
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