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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所的港坪國小揭幕儀式上，小朋友以親手完

成的卡片獻給前來參加的玉山貴賓們，希望傳達內

心深深的感謝。

2007年12月，在嘉義縣雙溪國小播下了第一顆象徵希望的種子，到現在第100所的港坪國小誕生，

玉山圖書館持續陪伴無數的孩子接近閱讀、愛上閱讀，以行動實踐當初的成立宗旨：「呵護未來、

寶貝希望」！

撰文／Zooey

閱讀是改變孩子未來最大力量

第100所玉山圖書館圓滿落成

Reading Leads to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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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玉山圖書館的揭幕儀式，玉山均

會邀請鄰近地區的VIP顧客一同參與，

即便當天無法親臨現場，玉山仍會發

送文字簡訊或影片通知，同時於發行

的《Sunrise玉見》季刊與《Smile玉

山》雙月刊中刊登報導，至目前為止

已經有超過1,500位玉山貴賓親臨玉山

圖書館，跟著玉山一起見證每次的珍

貴時刻。

為偏鄉學校打造夢幻圖書館

針對缺乏閱讀資源的學校很多，

但能贊助的學校有限之情況下，玉山

在決定優先順序時，除了教育資源缺

乏是首要考量，學校師長對閱讀教育

的推廣與努力也是評斷的依據，透過

當地教育局的第一步推薦，再由玉山

志工基金會派人到學校實際參訪，為

的就是要讓集結愛心的資源能真正使

用在需要的孩童身上。

一旦確定名單之後，接下來就是

著手規劃與設計玉山圖書館。為了使

整個計畫更有一致性，讓每個學童都

能享受到相同的硬體設備，玉山志工

基金會全程投入規劃，打造的每間圖

書館均包括功能性與實用性，並且增

添溫馨童趣的閱讀氛圍，包括寬敞明

亮的空間、柔和清新的牆壁色系、舒

適的木質地板、造型可愛的玩偶、配

合各年級學童身高的彩色高矮桌椅，

以及聽覺與視覺兼具的半圓型劇場視

聽空間等，這樣的圖書館不再只是裝

滿書本的冰冷空間，取而代之的是彷

如童話世界的夢幻城堡，裡面有好

書、有玩偶，等待孩子們前去探險。

另外，軟體設施除了有大量採購的

全新圖書，最重要的還有牆上的壁畫！

具有傳承當地文化的壁畫，特別設定成

以台灣黑熊、桐花、水稻等學校特色或

在地特色做為主題，因而形構出圖書館

內獨一無二的風景，更是教育學生們認

同在地文化最棒的設計。

「因
為閱讀，讓孩子有了夢想的翅

膀。」由於觀察到台灣多數偏

鄉地區的孩子有學習資源不足的問題，

玉山志工基金會自2007年開始走訪各

校，透過實際參訪與了解，加上與師長

們深度訪談之後，決定成立改善閱讀環

境的「玉山黃金種子計畫」，希望能為

台灣偏鄉地區與資源缺乏的小學營造舒

適的圖書閱讀空間，提供學童追求知識

的豐富資源，因為玉山深信：閱讀，是

改變孩子未來最大的力量。

邀集各界共襄盛舉做公益

事實上，在發起玉山黃金種子計

畫之前，玉山即已致力於關懷偏鄉兒

童，2005年至2006年間的學童營養午

餐資助計畫，便幫助了3,000多位學

童，如此一來也讓玉山有信心推動更

多計畫，其中就包括了玉山黃金種子

計畫的誕生。

玉山投注相當多人力與資源在玉

山黃金種子計畫上，尤其是身為台灣

本土企業的一員，玉山銀行深知企業

對社會責任的重要，因而決定匯集玉

山人與玉山顧客共襄盛舉，發行亞

洲首張結合公益與銀行的「玉山世界

卡」，讓VIP顧客在消費的同時，也

能一起做公益幫助偏鄉地區兒童。每

｜玉山 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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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匯集玉山人與玉山VIP顧客的共襄盛舉，並且集結學

校師長以及偉大志工媽媽們的通力合作，讓玉山圖書

館已達100所目標，接下來更將朝著第101所、第2

個100所玉山圖書館而努力。

右圖：�具有傳承當地文化的壁畫，特別設定以學校或在地特

色做為主題，形構出圖書館內獨一無二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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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 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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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在家庭與學校的雙向力量帶動

下，經由淺移默化的方式，促使閱讀

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孩子

們得以在閱讀氛圍裡成長，自然而然

就愛上閱讀。

玉山圖書館如今已達100所，必須

感謝的是各界與學校師長的通力合作，

以及背後的另一群無名英雄，也就是每

間學校偉大的志工媽媽們。由於偏鄉學

校的經費預算有限，聘請一位專門的圖

書館老師並不容易，在必須有人幫忙控

管館內秩序與書籍借閱的前提下，志工

媽媽們就是學校最得力的幫手。志工媽

媽與學校老師之間有著極佳的默契，並

且讓孩子們能更加放心地在圖書館閱

讀，有時志工媽媽還會在孩子身邊陪

讀，適時給予孩子指導，溫暖地呵護著

圖書館內的每位學童。

期待未來能牽引更多愛

如今，100所玉山圖書館、超過5萬

名孩子獲得重要的成長機會，這個令人

驚豔的數字其實無法一蹴即成，它是因

著每位參與人員的共同努力累積而來。

從2007年玉山發起此計畫起，便在顧客

與各界的大力支持下一步一步向目標邁

進，而當初所播下的種子，現在也開始

茁壯成長，未來則還要長得更高更壯，

最終能在台灣這片充滿愛的土地上長成

一棵棵茂盛大樹。

而在完成100所玉山圖書館之後，

隨即就是繼續邁向新的一頁，不僅有

第101所的誕生，更將朝第2個100所

玉山圖書館而努力，玉山仍將持續幫

助更多偏鄉的學校一起改變閱讀的空

間，注入閱讀的文化，因為玉山堅信

閱讀是幫助孩子開啟通往世界的另一

扇窗，當孩子願意打開書籍閱讀的瞬

間，黃金種子便已播下並且滋長，它

會讓我們看見台灣未來的希望，因為

有這些翻轉未來的主人翁，台灣絕對

會變得更好。

增添書冊擴大閱讀視野

每一所玉山圖書館的成立啟用，都

是該校的一件大事，而且從動工的那天

起，就是校園內最引人矚目的焦點，學

生們均引頸期盼著新圖書館的完成，經

常在工地附近觀察進度，這份對於全新

圖書館的期待，無形中也鼓舞了玉山團

隊的士氣。學校師長就發現以往下課時

學童大多是直奔操場，如今在玉山圖書

館啟用之後，變成是往圖書館報到，常

常大爆滿的圖書館已成為校園內最具人

氣的場所，圖書借閱率也提升許多，證

明良好的閱讀環境確實可吸引孩子們注

意，進而激發他們在閱讀上的興趣。此

外，學校除了固定安排班級在此上課，

老師們亦善加利用劇場視聽設備做為輔

助教材，讓課程從平面的課本進階到立

體的互動，讓老師的教學更為得心應

手，學童專注力、閱讀能力的提升更為

顯著。

在全新圖書館裡，準備上千本新

讀物則是相當重要的軟體設施更新，

以選擇多元的繪本書冊汰換原已老

舊的書本，藉此開啟學童們的閱讀興

趣，並能一本接一本的借閱而快速累

積知識。對玉山而言，捐書看似計畫

中最易執行的項目，其實隱含在捐書

背後希望大力推動閱讀的目的才是重

要關鍵，因為孩子的學習之路不能

等，唯有大量新書始能滿足他們旺盛

的閱讀需求。

讓閱讀從校園延展到家庭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玉山圖書館

受惠的其實不只小朋友與師長，許多

學校在人力充足的情況之下，更已開

放圖書館與社區分享，在課餘時間就

搖身一變成為社區圖書館。每到假

日，還有許多父母會帶著孩子們前往

圖書館享受天倫閱讀之樂，而且這樣

的人數持續增加中，逐步地落實了玉

山的期望之一：把閱讀從校園帶回家

玉山都會邀請鄰近地區的VIP顧客參與

玉山圖書館的揭幕儀式，於玉山合唱團

的歌聲中，一同見證每個珍貴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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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易執行的項目，其實隱含在捐書

背後希望大力推動閱讀的目的才是重

要關鍵，因為孩子的學習之路不能

等，唯有大量新書始能滿足他們旺盛

的閱讀需求。

讓閱讀從校園延展到家庭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玉山圖書館

受惠的其實不只小朋友與師長，許多

學校在人力充足的情況之下，更已開

放圖書館與社區分享，在課餘時間就

搖身一變成為社區圖書館。每到假

日，還有許多父母會帶著孩子們前往

圖書館享受天倫閱讀之樂，而且這樣

的人數持續增加中，逐步地落實了玉

山的期望之一：把閱讀從校園帶回家

玉山深信：閱讀，是改變孩子未來最大的力量，因此決定成

立改善閱讀環境的「玉山黃金種子計畫」，為台灣偏鄉地區

與資源缺乏的小學營造舒適的圖書閱讀空間，幫助孩子開啟

通往世界的另一扇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