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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秉持大師信念‧以教育培養人才 

佛光山秉持星雲大師「以教育培養人才」的信念，致力推動

全民閱讀運動並透過台灣、香港以及日本 53 部「雲水書車」持

續推廣兒童閱讀教育，鼓勵親子共讀。 

自 2013 年起至今，國際書展暨蔬食博覽會於佛光山佛陀紀

念館舉辦，歷經五年成果豐碩，累積活動人數高達近 150 萬人次。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不僅是宗教聖地，更是融合教育、文化、

藝術為一體的國際博物館，長期推動國際文化交流，舉辦各式展

覽、表演活動以饗大眾，為台灣不可或缺的文化重鎮。 

 

 閱讀經典智慧‧開創人生大道 

「書」是培養與教育人才的開始，也是啟發智慧最好的來源。

如星雲大師說：「讀做一個人，讀明一點理，讀悟一些緣，讀懂

一顆心」，是讀書四要。因此，帶動閱讀風氣、提高南部知識水

準，即是舉辦國際書展最重要的目的。讓大眾能藉由實際書本的

閱讀，亦能透過參與活動、聆聽專業講座等，豐富人生閱歷，開

創我們的人生智慧大道。 

 

貳、主題：永遠從關懷出發-童趣讀書樂 

百大出版社優良圖書展 • 百家蔬食推廣健康飲食 • 好書、好食、好健康 

  童趣-猴子王闖天下 

  茶禪-禪樂茶心新風味 

  幸福樂-千人彩繪畫佛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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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覽會的基本四大主題展區， 分別有超過百家的參展攤位，

推出百大出版社優良圖書展，適合親子共讀，也適合各界人士、

各年齡層等來尋找喜愛的圖書、逾百家的蔬食攤位與會，共同推

廣健康蔬食、原汁原味和養生保健的展區，也提供結合軟實力的

藝文表演區，讓大小朋友皆可觀賞、以及更同文化部文資局舉辦

國定考古遺址展覽，帶領民眾親近台灣這塊土地的考古文化。來

自安徽博物院典藏的文房四寶展覽，亦將讓觀眾領略傳統工藝之

美。 

以文化、教育、藝術作為社會教育平台的佛陀紀念館，歷年

以「永遠從關懷出發」、「經典人生 智慧生活」為主軸發展，成

效頗佳，讓大眾閱讀閱健康，也閱讀閱樂。 

為延續去年千人齊聚的活動盛況，吸引更多觀眾進到博物館

參觀，落實社會教育，關懷更多孩童，今年希望能齊聚更多親子

來館親近大自然、共讀好書、欣賞藝文、共享蔬食，將主題設定

為「永遠從關懷出發-童趣讀書樂」。 

主題活動有(1)童趣-猴子王闖天下，由河南藝術中心精心打

造的猴子王-動漫人偶童話劇，為大小朋友帶來讓充滿愛的故事，

散播至每個人的心中；(2) 茶禪-禪樂茶心新風味，包含茶禪一味-

千人茶會、茶禪一味-禪樂樂活、靜心旅程-千人抄經，讓民眾享

受一場茶禪樂藝、共享茶香妙樂，體驗抄經，感受片刻寧靜；(3) 

幸福樂-千人彩繪畫佛館，由千位孩童彩繪燈籠，開啟孩童內心

的小藝術家，增進親子同樂，也讓孩童感受藝術生活的樂趣；(4)

特色展演，如與文化部文資局共同舉辦的考古遺址展，讓專業考

古研究引領大家看見千年前的台灣、安徽博物院的紙、墨、筆、

硯文房四寶，也將帶來與台灣民眾分享，認識各式文人書房中必

備的書寫工具。 

此外，並舉辦各式展演、名家講座、大樹下說故事、集印闖

關樂、校外教學等系列活動，讓參觀民眾駐足各據點體驗具國際

性、教育性的多元文化，發揮博物館的教育功能。透過與學校的

交流往來，帶動校外教學，深耕閱讀教育、累積文化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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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活動資訊 

一、 記者會：11/02 (五) 10:00-11:00，高雄市政府四維行政中心 

二、 開幕：11/10(六) 10:00，大覺堂 

三、 書展參觀時間： 11/10(六) －11/18 (日) 

週一～週五 09:00-18:00 

週六～週日 09:00-19:00 

參觀辦法：＊本展會免費開放進場參觀。 

四、 指導單位：教育部 

五、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財團法人人間文教基金會、人間福報社 

六、 協辦單位：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屏東縣政府教育處、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嘉義市

政府教育處、財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佛光山慈悲社會

福利基金會、社團法人中華福報生活推廣協會、香雲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滴水坊股份有限公司、人間衛視 

七、 贊助單位： 

大成不銹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南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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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活動內容 

類型 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主 

題 

活 

動 

【童趣-猴子王闖天下】   

猴子王- 

動漫人偶童話劇 

11/10(六) 10:30 

大覺堂 11/12(一)-11/16(五) 10:30、13:30 

11/17(六)-11/18(日) 14:00 

 來自河南藝術中心的藝術家們繼去年於書展演出「小馬過河-動漫

人偶童話劇」，受到廣大好評。 

 劇情/意義： 

 今年再度邀請和大小朋友們見面，給予大家講述信任與責任的故

事「猴子王」，為孩子們傳遞正能量。 

【茶禪-禪樂茶心新風味】 

茶禪一味-千人茶會 

11/10(六) 17:00-18:30 菩提廣場 

 以茶顯樂、以樂映茶，最能讓參與者深刻契入禪茶的世界。 

 內容： 

(1) 延續去年書展舉行的千人茶禪，本次將再推廣人間佛教生活

禪的文化藝術，齊聚各地小茶師，以茶會友。 

(2) 來自河北知名音樂家李志輝的作品，也將於現場演出。 

 意義： 

一場茶禪樂藝，讓民眾在賞茶、品茗、聞香之中體驗茶禪的寧

靜、謙和與雅緻之美，亦能共享茶香妙樂，聆聽精彩表演。 

茶禪一味-禪樂樂活 

11/10(六)-11/11(日) 17:00-18:30 菩提廣場 

 內容： 

繼書展首日的千人茶會，有伴隨河北知名音樂家李志輝原創作品

的禪樂。於書展第二日，音樂家李志輝也將在菩提廣場專場演

出 。 

 意義： 

將禪樂分享給更多有緣人，共同聆聽融合民族絲竹的東方氣質與

西方電子元素的樂音， 感受中國古典音樂和現代音樂體現的動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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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靜心旅程-千人抄經 

11/10(六)- 11/18(日) 9:00-17:00 大佛平台抄經堂 

 內容：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僅兩百六十字，文字雖短，卻為大般若藏

之綱要，此千年經典雖古猶新，經得起時間考驗，值得大家傳

唱，因此鼓勵大家參與一場「靜心旅程-千人抄經」。特別規劃兩

種方式 

(1) 《百萬心經入法身》：將虔誠抄寫下的每一部心經，供奉於

塔剎中，每一部將有奉納功德金。 

(2)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手抄紙》：將抄寫好後之心經，可帶回

家中收藏或當傳家寶，將信仰世世代代傳承下去。 

 意義： 

透過閱讀經文，思維要義，落筆抄寫，來淨化心靈，藉此活動，

臨摹經文，放下自我專注當下，讓心在ㄧ筆ㄧ劃當中，找到心靈

依歸處。  

【幸福樂-千人彩繪畫佛館】 

彩繪燈籠-畫一盞幸福

平安燈 

11/11(日) 9:30-11:30 一教塔 

 方式： 

(1) 邀請駐館藝術家與小朋友們一起創意彩繪畫佛館、傳達三

好、四給精神。 

(2) 小朋友可各自發揮巧思與創意，或共同創作。 

(3) 活動更在佛光山別分院道場及推動至各校園進行，讓更多人

共襄盛舉，一起參與國際書展的活動。 

(4) 優選作品將於明年春節展出。 

 意義： 

(1) 透過彩繪，讓眾人認識與親近佛館，並能帶領孩童展開一場

藝文創作、好書閱讀之旅，開拓視野。 

(2) 增進親子同樂，讓藝術走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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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展 

覽 

印真-枝山小媛郭丹書法

作品捐贈展 

11/03(六)-11/25(日) 本館展一 

 內容： 

(1) 主題書法展源於郭丹老師三次在佛光祖庭宜興大覺寺的感悟

與發願。 

(2) 以星雲大師《對治百法》100 條為主題，書法創作以甲骨文、

鳥蟲篆、篆書、隸書、楷書、行書及草書七種書體呈現給大

家。 

最美文房-安徽博物院 

典藏文房四寶特展 

10/20(六)-2019/1/13(日) 本館展二 

 內容： 

(1) 紙、墨、筆、硯是傳統的書寫用具，被譽為文房四寶，而安

輝亦是宣紙、徽墨、宣筆、歙硯的故鄉。 

(2) 來自安徽博物院的典藏，將展出紙、墨、筆、硯的製作材料

和工藝流程，讓觀眾從中領略古人的匠心獨運與情思雅趣。 

同源異脈 異中呈同-  

重現台灣史前多元文化 

11/8(四)-2019/4/7(日) 本館展三 

 內容：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特舉辦的國定考古遺址展覽，將於書展期間開

幕。為讓展覽更加親民，藉此佛館也將衍伸推出教育推廣活動。 

 意義： 

(1) 希望透過考古發掘及研究的遺址，帶領大家看見千年前的台

灣。 

(2) 引導學生進場參觀，鼓勵學生認識先民的生活與文化，更貼

近和了解這塊土地過去發生的事情。 

我愛刺繡- 

姚紅英蘇繡個展 

2018/10/05(五)-2019/1/06(日) 本館展四 

 內容： 

於 2008 年於佛光緣美術館展出以山水、花鳥、人物、自然景物

等為題材的刺繡作品。此次書展則將於佛館展出，呈現姚紅英精

微細緻的刺繡創作與生命力。 

 意義： 

(1) 對中華工藝有更進一步的了解與認識，讓更多民眾接觸到中

華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的關係，並從中學習淵源流長的中華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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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與佛同行- 

慶祝佛誕節系列活動攝

影得獎作品展 

11/10(六)-11/18(日) 佛光藝廊  

 內容： 

於今年 5 月舉辦之「與佛同行—發現佛陀的故鄉」慶祝佛誕節系

列活動攝影比賽，將於書展期間展出優秀攝影愛好者拍攝慶祝佛

誕系列活動的作品，並於開幕當天進行頒獎典禮。 

 意義： 

透過攝影師不同角度的呈現與詮釋，展現攝影之美，更讓廣大民

眾看到不一樣的佛誕日。 

發現原生藝術- 

2018 高雄市特教生藝

術創作聯展 

11/10(六)-11/18(日) 禮二迴廊 

 佛館溫馨與貼心的社會教育環境，讓幾次來館展出作品的高雄市

特教學校深感歡喜。 

 今年書展，再度帶來特教生豐富多元的創作作品，供民眾欣賞，

希望能再度讓學生享有展現自我的平台，繼續鼓勵他們藉由藝術

充實與適應這個社會。 

名

家

講 

座 

滿觀法師 

「佛心與詩心」 
11/10(六) 15:00-16:30 雙閣樓三樓 

楊士毅 

「用美好心意與世界相聚」 
11/11(日) 

15:00-16:30 五觀堂 

陳美齡 

「我們都是地球人-被遺忘

的孩子」 

11/12(一) 

楊淵韓 

「為什麼會忘記？」 
11/13(二) 

洪蘭 

「大腦與閱讀」 
11/14(三) 

永本法師 

「修行與止觀」 
11/15(四) 

林清玄 

「向美‧向愛‧向遠方-色與空

的追尋」 

11/16(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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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蔡詩萍 

「你敢不敢再定義自己一

次？人生中場的反思」 

11/17(六) 

陳芳明 

「當代台灣人文精神」 
11/18(日) 

名家講座 

 內容： 

以文化、教育、藝術作為淨化人心平台的佛陀紀念館，將邀請文

學、藝術、教育、醫學等各界專業人士，與眾共享書香的世界，

暢談和分享人生、文化和健康等各類議題。 

 意義： 

(1) 深耕閱讀文化，推動全新文明典範。 

(2) 開闢思辯場域，與大眾共享與創造書香的氣息。 

雙 

閣 

樓 

活

動 

二十四節氣養生食法 

11/11(日)-11/17(六) 14:00-15:30 雙閣樓三樓 

 內容： 

(1) 不同季節的飲食方法，對應著季節更迭中陰陽五行的流轉，

而有不同的風味與能量。 

(2) 邀請但漢蓉老師傳授健康食材如蓮藕茶、蓮藕蓮子糕、肉桂蘋

果茶、麻油豆腐等的飲食方法。 

 意義： 

(1) 讓喜愛茶食的朋友，藉此活動，了解依節氣養生保健的重

要。 

創意蔬食好料理 

新書發表會 

11/11(日) 10:30-12:00 雙閣樓三樓 

 內容： 

(1) 本書與人間福報產學合作，整合佛光大學蔬食系師生，以拿

手菜及獲獎作品為主題共同合著。 

 意義： 

(1) 透過發表會，讓民眾了解利用簡單食材，也可輕鬆製作美味

蔬食料理。 

(2) 鼓勵民眾親近蔬食，讓身心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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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共

讀 

大樹下故事屋 

11/11(日) 

10:00 三好說故事 

10:30 三好說故事 

11:00 校長說故事 

犀牛區 

11/12(一) 

11/14(三) 

11/15(四) 

11/16(五) 

10:00 英文故事系列 

10:30 校長說故事 

11:00 校長說故事 

11/13(二) 

10:00 校長說故事 

10:30 校長說故事 

11:00 校長說故事 

11/17(六) 

10:00 英文故事系列 

10:30 三好說故事 

11:00 校長說故事 

11/11(日)-11/17(六) 
13:00 魔法氣球 變！

變！變！ 

 孩童們最喜愛的聽故事，就在大樹下。 

 內容： 

大樹下的故事屋設置在佛館綠意盎然的犀牛區，營造友善悅讀，

讓孩子能輕鬆自在的閱讀、聆聽三好故事、透過動手摺汽球的體

驗，更能增進與孩童的互動，讓閱讀變得活潑有趣。 

 意義： 

 期望宛如幼苗的孩子們，能在歡喜中愛上閱讀，滋長生命，從中

啟發智慧，開發新生命。 

夢想展翅雲水書坊 

11/09(五)-11/11(日) 菩提廣場 

 設立「雲水書坊-行動圖書館」是實踐星雲大師「以教育培養人

才」的宗旨，啟發大眾對閱讀產生興趣，並鼓勵和激發大眾自主

學習，增廣見聞，提升生活、改變生命。 

 內容： 

 配合書展活動，平時送書到偏鄉社區學校的雲水書車，將大鵬展

翅回到佛館，把智慧之書送至每位觀眾的心中。 

 文化深耕  書香生活 11/10(六) 10:00 與開幕式一起 大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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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閱讀閱有趣 
 佛光山慈悲社會福利基金會效法愛讀書的星雲大師，連續推動

「文化深耕  書香生活  閱讀閱有趣」活動。 

 於書展期間，每次都有來自千位孩童受惠。 

 期望再次透過全民閱讀風氣，帶動孩童習慣閱讀，讓廣大民眾翱

翔在廣闊的知識海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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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育推廣計劃 

為增加書展的豐富性與提升民眾參與度，即將邀請嘉義、台

南、高雄、屏東等地的學子，來佛館體驗多元文化和閱讀體驗。

在書展期間，將規劃一系列具文藝性、趣味性與創意性的活動，

以及每日定時定點駐地活動，以點、線、面方式全方位推廣閱讀。 

教育推廣計劃目標有三： 

(1) 藝教於樂-引介學童經驗藝術、體驗美感與創意。 

(2) 社團演出精緻化-為未來藝術家創造優質表演舞台。 

(3) 閱讀新視野-透過體驗探索博物館多元教育劇場。 

一、集印闖關樂  

日期和時間：11/10(六)-11/18(日) 

地點：各集印點區 

於各特色區域設立「集印

點」，提供深度藝遊佛館，集印

探索趣。集印完成可至禮敬大廳

和本館服務台兌換結緣品。 

二、猴子王童趣照相樂  

日期：11/12(一)-11/16(五)  

時間：09:30-10:00、14:30-15:00 

地點：本館大堂 

凡於書展期間可至本館一樓大堂與「猴子王-動漫人偶童

話劇」演員合影，留下歡樂回憶。 

三、校外教學活動  

以書展《童趣讀書樂》的三大主題活動為此次校外教學

的內容，帶領學子與猴子王等，展開創藝探索之旅。所設計

的學習單，讓學生能反思活動參與心得及收穫，也讓學校、

館方皆能了解學生學習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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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團才藝匯演 

日期和時間：11/12(一)-11/16(五)  10:00、13:00 

地點：大覺堂 

提供學童表演舞台和一展長才的機會，持續於書展期間

安排校園音樂、戲劇、舞蹈等社團進行精緻性專業演出，讓

來館民眾、參與校外教學的學生，能一同欣賞學童的成果展

現，給予鼓勵、增加自信，更豐富民眾的藝文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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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圖書推廣計劃 

為提升觀眾購買書籍及圖書禮券之意願，推出圖書禮券，藉

由優惠方案促進並鼓勵參與的民眾購書率、護持偏鄉孩童閱讀，

並讓大眾看見閱讀的力量，帶動閱讀風氣。歡迎大家一起「與智

慧相遇」。 

一、利用佛光山及佛館各項活動，開放預購本活動圖書禮券，提前

推廣。正式開放預購時間：2018 年 09 月 01 日(六)。  

※ 本次將於禮券信封上註明購買圖書禮券為贊助偏鄉，以區別

現金購書，增加消費者購買圖書禮券的意願。 

 

二、憑票根有好康：書展期間，購圖書禮券滿千者，憑票根即可參

加現場抽獎，更有機會抽中香港、韓國機票。連九日，一天一

張機票，歡迎大家一起「與智慧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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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媒體計劃 

一、 現場導覽摺頁 

數量：暫定 10 萬份。 

內容：參觀所需，包括指引地圖、書展介紹、攤位圖、各活動

介紹、活動場次等。 

二、 工作證、停車證：工作人員、服務人員、義工等之證明。 

三、 宣傳 DM 

數量：暫定 10 萬份。 

置放、發送方法：各級學校、鄉鎮市公所、報紙夾送、公共場

所、觀光景點等。 

四、 海報 

數量：暫定 2,000 張。 

置放、發送方法：公共場所、各級學校、各縣市圖書館、交

通樞紐、觀光景點等申請張貼。 

五、 燈旗 

數量：暫定 1,000 組。 

懸掛地點：台 29 線、高雄市、屏東市、台南市、嘉義市區

等。 

六、 廣告 

(一) 高雄、屏東、台南、嘉義的公車車體廣告 

(二) 高雄、屏東、台南、嘉義市區的大型廣告看板 (如：小港

機場、公車站亭) 

(三)  高鐵的多媒體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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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整合行銷宣傳計劃 

一、 記者會發佈 

二、 媒體公關運作與協力 

三、 宣傳 DM、海報製作 

四、 政府、學校、機關等宣傳公函：結合高雄市、屏東市、台南

市、嘉義市政府教育局進行校園宣傳 

五、 廣播電台 

六、 公共場所宣傳：結合高雄市、屏東市、台南市、嘉義市政府公

益廣告及頻道 

(一) 網路宣傳 

● 佛光山全球資訊網 

● 活動官方網站 

● 成立臉書粉絲專頁 

● 各大出版社網站及電子報 

● 網路論壇等張貼宣傳文案 

● 高雄市、屏東市、台南市、嘉義市政府新聞、教育、

文化等網路平台 

(二) 佛光山資源整合宣傳 

● 報紙：人間福報 

● 電視媒體：人間衛視 

● 雲水書車巡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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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全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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