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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像是誤入叢林的小白兔 

誤闖了故事人的叢林～ 

卻也因此發現～ 

原來我也應該回到叢林～ 

Dear 說故事的夥伴們： 

感謝你們投注這麼多心力舉辦了一場心靈饗宴， 

讓我又從新認識自己，和自己有了新的對話！ 

我才發現原來說故事這麼有魅力、這麼重要。 

或許從今後我又要墜入故事的魔力花園了，Thanks your passion， 

開啟我生命的另一扇窗！ 

Story garden so magic ~ 

Sopte 2011.05.29 

………………………………………………………………………………………….. 

生命可以精采 

故事可以豐富 

我們正在寫在地的生命故事 

故事的生命由每一個故事人來打造 

我們正在開創更美好的明天 

Shu Ying 

………………………………………………………………………………………….. 

年會所安排的內容多元化 

讓我的視野更廣了， 

覺得腦袋和心都裝的滿滿的，感謝所有參與的朋友們。 

謝謝！ 

………………………………………………………………………………………….. 

故事是通往生命的一支拐杖 

故事是一種生活方式 

故事是一種回憶、感性 

一種感動， 

多元的層次既廣又深。 

………………………………………………………………………………………….. 

是〝故事〞這條看不見得線 

將一群陌生人緊繫在一起 

共同譜出一連串感人的〝故事〞 

在線的這一端 

〝故事〞悄悄開始了 

在線的那一端 

〝故事〞將連綿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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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始於人性，有了它的輔助，創造了更多的故事， 

而產生的威力更超越了科技。 

秀慧于雲林  100.5.29 

………………………………………………………………………………………….. 

故事列車將一著台灣閱讀希望地圖開往台灣各個大大小小的城鎮； 

有個人逢站必喜孜孜的下車，上車時更是滿心的歡喜。 

在這上上下下的過程當中，它的收穫永遠超過付出。 

學習帶來喜悅及數不盡、數不盡……..的分享。 

28.05.100  古 

………………………………………………………………………………………….. 

聽故事就像是阿里巴巴開啟一道大門， 

永遠不知道下一站會發生什麼事情， 

唯有做中學，才能品嚐其中的美感  ：〉  

真的很開心有這個機會能來參加這場盛宴串聯每一個故事， 

讓好多的故事能透由每一個人的口，耳，親身體驗散播到每一個地方， 

讚 Thank you  

………………………………………………………………………………………….. 

故事是滋養生命的雨滴 

故事人是雲 

將雨滋潤大地～很感謝雲林故事人辦理這次的全國故事人年會， 

收穫滿滿 

君玲 2011.5.29 

麗芳及所有工作伙伴們： 

很感謝雲林故事人的用心，辦理這一場故事人的盛會， 

從課程的設計及生活上的安排都很體貼。 

經過了這三天的洗禮，覺得自己更有能量去做說故事的工作， 

在說故事的路上，不覺得孤單， 

衷心的感謝，有你們真好！ 

君玲 2011.5.29 

………………………………………………………………………………………….. 

感受到雲林故事人的熱情與貼心， 

唐麗芳老師的用心我可以感受到，更讓人感到敬佩 

期待再相見！ 

………………………………………………………………………………………….. 

有夢最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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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故事編織著美的生命， 

長笛的靈魂思念著薩克斯風的情懷。 

三天，故事與故事人都引人入勝， 

大家豐富了故事，故事盈滿了我們， 

故事，美！故事人，更美！ 

感謝雲林故事人！！ 

………………………………………………………………………………………….. 

感謝唐老師的用心 

感謝雲林故事人協會 

讓我了解故事人的價值 

更努力裝扮自己的故事臉譜 

………………………………………………………………………………………….. 

一就是一切。 

沒有資源就是最大的資源。JUST DO IT！ 

感受的故事，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啊！ 

創作舞太精采啦！ 

對白，是情結最好的推進器。 

蜘蛛文→我搬家了、我搬家了…… 

        請勿打擾我用餐！想像力、創造力！ 

………………………………………………………………………………………….. 

透過每次的學習和體驗 

期許自己是一個能透過故事帶給朋友快樂的人。 

………………………………………………………………………………………….. 

很高興能參與此次全國故事人年會， 

內容很豐富，包羅萬象。 

讓我知道原來說故事，是隨時隨地都可以發生的。 

不管是靜態的古琴演奏，讓聽者感受到琴音的喜、怒、哀、樂。 

或者是動態的舞蹈演出，透過舞者的演繹，傳達出有故事的情節。 

………………………………………………………………………………………….. 

活到老學到老的心境學習聽故事、講故事。 

謝謝雲林故事人協會 

………………………………………………………………………………………….. 

提昇閱讀力、創造力 

故事是無所不在：只要注意身邊的人、事、物都是故事的題材。 

故事也可以用唱的，有網路的經驗、以及科技可以引出更多的故事。 

說故事要結合身、心、靈。 

………………………………………………………………………………………….. 

 



 

                                                 2011 全國故事人年會/一張有故事的臉 

 

生了小孩之後，我開始學習『母親』這個角色該如何扮演， 

平凡如我，但我知道我給孩子此生最好的禮物就是陪伴閱讀。 

感謝此次大會又給了我點子，尤其是聽張友漁老師的課，呵！ 

………………………………………………………………………………………….. 

我來自雲林的鄉立圖書館， 

本來只想藉此機會多學習，不料，獲得心靈的感動更多， 

更讓我覺得推動圖書館閱讀是必須而且不能原地踏步， 

要利用身邊的資源，因為無論任何的人、事、物都能串起一個故事。 

在這次年會裡，而且超級感動！ 

還有各個『故事人團體』他們的熱情、和愛人的心， 

又喚起我快熄滅的靈魂。 

加油！ 

………………………………………………………………………………………….. 

說我的故事 

聽你的故事 

看他的故事 

有故事的生活事一件多麼美好的事！ 

Weny 

………………………………………………………………………………………….. 

雲林故事人：你們正在創造歷史 

用一種說故事的方式。 

也讓我們參與你們的故事，非常感謝！ 

我們也會說自己的故事，創造自己的歷史，再次感恩！ 

………………………………………………………………………………………….. 

科技來自於人性，科技是展現人性的工具 

mayachiang@yahoo.com.tw 

………………………………………………………………………………………….. 

故事是生活的、童趣的、你我心中想的， 

凡走過的痕跡，藉由故事告訴自己， 

你也是在記載屬於…….每個人的故事……..發生中。 

………………………………………………………………………………………….. 

感謝年會的這個活動豐富了我的生命； 

滋養了我的心靈， 

讓自己有更多的資源、能力來當一個好橋樑， 

將好的故事與價值傳遞給孩子們！ 

雅婷  2011.5.29 

………………………………………………………………………………………….. 

 

mailto:mayachiang@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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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說故事是種傳染病， 

說的人不停的訴說， 

聽的人忍不住也想說， 

每個人的臉上，滿是幸福。 

Cylsmile 

………………………………………………………………………………………….. 

來參加故事人年會，感受到主辦單位的用心， 

老師、表演者的精采知識、敘事 

讓人分享到不一樣的感動。 

未來參加以前，從未想到有這麼的不一樣， 

有這麼多人為說故事這樣的事而努力， 

尤其是來自全國各角落的志工， 

那種熱力、耐力 

為說故事無求的付出，精神好棒！ 

也感染了別人與我。 

………………………………………………………………………………………….. 

感謝主辦單位舉辦這場盛會， 

讓我著實大開眼界，對於閱讀有更深入的瞭解與想法， 

一直認為〝愛讀書的小孩不會變壞〞 

我也認為〝閱讀是種幸福〞 

因為它能提供不同的視野，期許自己能將閱讀的種子播給下一代， 

讓他們也能明白這種幸福。 

在工作坊最令人感動的是久美國小的故事 

憑藉著一股熱誠，讓偏遠地區的小孩能得到成長的力量， 

提供他們人生的窗口〈打開〉而不是被放棄， 

這份教育授業是令人動容。 

………………………………………………………………………………………….. 

感謝年會安排的課程與服務，原來打開我們的五官， 

故事就在我們的身邊。 

………………………………………………………………………………………….. 

了解到觀察大自然、生活周遭所發生的種種事情， 

其實也是閱讀的一部分，所以閱讀不只是局限於文字、書本上， 

而是隨時隨地都可做的事。 

………………………………………………………………………………………….. 

謝謝麗芳及所有年會的工作人員這三天來的付出。 

希望明年的夏至，我們能再次相聚於此，期待再相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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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有感覺的心，講一個有感覺的故事。 

生活中處處有故事、處處有感動， 

我喜歡這種感覺。 

May   05.29.2011 

………………………………………………………………………………………….. 

唉呀！三天的活動過的好快…… 

坦白說…..三天的活動是我最專注的一次， 

也是我笑最自然、最真實的時候，好喜歡喔！ 

從一開始不懂故事人的意義，到現在我懂了。『有人就有故事』 

現在，我也寫自己的故事告訴你/妳們，我的故事………… 

期待下次再見。 

來自苗栗 

………………………………………………………………………………………….. 

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故事，用不同方式來表達…… 

豐富的知識，有趣的活動！很喜愛！！ 

每個人都好厲害而我仍有進步的空間！ 

期待下次的到來！！ 

………………………………………………………………………………………….. 

希望未來人人都是『故事人』，人人都在分享自己的故事， 

所以我要分享我的故事，讓人人都可以寫下自己的故事， 

因為故事讓我們的生活更精采 

………………………………………………………………………………………….. 

一串愛心，成就一件好事。 

一件好事，成就一堆好人。 

一堆好人，成就一個好社會、好文化。 

………………………………………………………………………………………….. 

故事是迷人的，說故事的人更可讓故事活化， 

更可藉由說故事培養聽故事的人，進入閱讀世界獲取更多的智能。 

此次研習，獲益良多，感謝！ 

………………………………………………………………………………………….. 

故事種子自各地來到雲林 

經過三天的滋養與灌溉 

讓我這顆種子有了能量再出發！ 

………………………………………………………………………………………….. 

故事可以讓人際間的距離 

不再遙不可及 

葉志炫 2011.5.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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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老師： 

辛苦您了～這部故事閱讀希望列車非常非常的豐富， 

由閱讀啟動產生內涵，添加科技的連結效果， 

人文素養、音樂舞蹈等……精采無比…….. 

再次感謝、感謝，最後還是感謝～ 

………………………………………………………………………………………….. 

閱讀及說故事都是生命的分鄉和延續， 

開啟心眼，就能呼吸更多更多生命的養料！ 

感謝每個分享故事的可愛人兒， 

感謝『故事人』 

林欣儀 2011.05.29 

………………………………………………………………………………………….. 

感謝唐老師以及志工同仁們，謝謝！ 

對於年會的活動，我覺得策劃內容切合我的實務需求， 

也開啟我的新思維及創意。 520  

………………………………………………………………………………………….. 

兒時記憶因歲月的流逝 

然而卻可由訴說故事的方式 

娓娓道出你我都共同有過的曾經 

是這般的清晰，彷彿就在昨天 

2011.5.28 順友作 

………………………………………………………………………………………….. 

知識是一張寶藏圖。 

透過閱讀去挖掘、尋找 

屬於你的寶藏 

GO！GO！GO！ 

………………………………………………………………………………………….. 

帶著期待的心來 

得到了滿滿的收穫 

期許自己能在兒童閱讀推廣上更近一份心力 

………………………………………………………………………………………….. 

能夠戰勝別人的只能叫有力……， 

而能夠戰勝自己的才算強者。 

成功不是成就， 

成功是找到自己。 

千言萬語 微笑感恩你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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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年會，認識了四面八方來的朋友。 

因為年會，來到了斗六，來到雲科大。 

感謝大會用心規劃三天課程， 

請到各方菁英學者，增進我們的知識，妥善安排食、住、行、沒有『衣』， 

奇想：可以製作年會紀念 T 恤嗎？ 

………………………………………………………………………………………….. 

謝謝這次的盛會，讓我受益良多 

因為提供不同思維與日後半學得備鏡與參考。 

………………………………………………………………………………………….. 

閱讀從我開始 

………………………………………………………………………………………….. 

有幸參與這場盛會，現在的我『歸零』，心中帶著滿滿的感動與悸動， 

想著接下來我要如何說我的故事及如何帶我的孩子說他們的故事呢？ 

神奇的是它有了開頭， 

我剛為我們班募到基隆故事媽媽的二手書呢！ 

故事有了開頭………. 

From Yunlin Apon 

………………………………………………………………………………………….. 

～ 期待再相會 ～  

原來一個故事的呈現，不只有用說的一種方式， 

用吃的嗅的摸的聽的都可是講故事的方式， 

哇～透過參與故事人年會，真是獲益良多。 

楊麗娟 

………………………………………………………………………………………….. 

謝謝雲林故事人舉辦這次活動，真是獲益良多 

原來故事能豐富我們的心靈， 

多元、結合科技，周遭的一切都是故事 

了解大自然共生，原來生活中充滿了閱讀 

願在這美麗的大地，大家分享快樂、開心繼續說故事。 

………………………………………………………………………………………….. 

Dear 故事人們： 

謝謝精心策劃安排這次的年會 

從研習互動中得到好多 

雖然身體是疲累的，但是心靈都是富足的， 

謝謝你們的付出，感恩！有你們真好！520～ 

張好芳 5.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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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場雲林故事人年會 

令我驚訝的是仔細，和伴隨雲林農特產介紹， 

不論身從何處來都會對這樣的活動感到放心。 

講師演講皆有特色，我覺得收穫很多，感恩！ 

雖然時間總是消逝匆匆， 

轉眼間，得到不一樣風貌、特色， 

讓我陷入思考，並省思自己所學的淺薄， 

但願滿滿收穫盡在其中 

100.05.29  映菱  三重區五常 

………………………………………………………………………………………….. 

對這次參與年會的心得： 

『日新、又新、日日新』可形容吧！ 

繼續下去吧。 

………………………………………………………………………………………….. 

因為在學校兼任管理圖書館 

所以第一手得知了這場活動的訊息， 

看了豐富的課程介紹之後，馬上就報名參加了！ 

但實際與會之後才發現與想像的不同！ 

沒有枯燥的理論宣導，而是透過啟發學員的各種〝感覺〞 

讓大家從新認識說故事人的真實內涵與面貌。 

謝謝『雲林故事人協會』， 

我會將滿滿的收穫內化成自己的能量， 

並帶回學校圖書館以及我的課堂中！ 

Jessica Lin 

………………………………………………………………………………………….. 

感動 * 100 

襄琦 

………………………………………………………………………………………….. 

用故事創造一切 

美麗的人事物 

………………………………………………………………………………………….. 

故事人是一種送禮 

故事是一種生活經驗 

………………………………………………………………………………………….. 

受益良多 

但仍需細細品嚐 

故事人繼續加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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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放空〞是〝忙與盲〞的解藥 

熱誠 + 素養  才能永續 

敘說你我的故事，讓世界更美好！ 

………………………………………………………………………………………….. 

用生命說故事的故事人 

不只用說的，還是心口相連。 

是熱情  是分享  是文化也是教育 

是戲  是舞蹈  是生活淬鍊 

閱讀吧！傾聽吧！說，試著說， 

故事是生命的反思。 

………………………………………………………………………………………….. 

這是一場豐收的旅程， 

多元的課程，讓我得從不同面向看待『說故事』這回事， 

並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敘說的力量，以及孩子的力量。 

謝謝你們！！ 

………………………………………………………………………………………….. 

原來故事是可以透過圖像生活、科技…而發展出來啊！ 

感受到為地球、為閱讀而努力的一群愛心志工的用心， 

我也要將這份心傳下去。 

嘉義縣太保國小  錢美吟 2011.05.29 

………………………………………………………………………………………….. 

〝每年都要有這樣的年會〞， 

說故事是如此的平常、生活，甚至到大家都不以為意。 

第一次參加唐老師舉辦相關活動已是五、六年前了， 

今年我把多年前的感動再找回，再出發。 

………………………………………………………………………………………….. 

一天的研習，滿心的溫暖， 

感謝大家不斷地在生活投注熱心， 

也再次提醒自己對孩子、對學生要再提起熱情。 

淑敏 

………………………………………………………………………………………….. 

故事的魅力， 

故事的能量， 

在雲林故事人協會 

看到了極致！ 

令人敬佩！ 

張瑞菊  100.5.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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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活來談閱讀是帶領人的重要方向， 

尤其是土地，自然說話， 

更是人文較弱的，如何引導小孩重視， 

應是未來的方向。 

………………………………………………………………………………………….. 

這次參加『全國故事人年會』， 

看到了故事、聽到了故事、聞到了故事、嚐到了故事、更感受到了故事。 

『故事』是如此廣泛、多元和全方位啊！多讓人著迷哦！ 

故事無所不在隨手可得 

最重要的是〝分享〞讓故事遠遠流傳。 

………………………………………………………………………………………….. 

有唐老師真好！〈感謝雲林故事人舉辦 2011 年會〉 

帶著滿滿、的精采的悅讀、故事、希望的推廣到家庭延伸所學，運用在小孩身上。 

希望明年 2012 年會在〝虎尾〞！ 

………………………………………………………………………………………….. 

參與這個年會之後，更深刻體會到 

不論以何種方式、何種工具來呈現〝故事〞 

只要用〝心〞都將是一個成功的〝故事人〞 

………………………………………………………………………………………….. 

未來的學習環境，是在任何生活型態的角落裡。 

徐玉金  苗栗縣立圖書館 

………………………………………………………………………………………….. 

從五感出發，結合醫學、科技、在地、國際等多方面的聯結， 

使我張開了故事的眼。 

Open my mind to visit the world ‧ Thank you ‧ 

………………………………………………………………………………………….. 

活動內容豐富、流程順暢， 

令人獲益良多，讓是也更寬廣。 

玉珍  2011.5.28 

………………………………………………………………………………………….. 

我悅讀故事 

我悅聽故事 

我悅看故事 

我悅聞故事 

我悅嗅故事 

我悅啃故事 

太感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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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三歲半了， 

當我貪婪地自顧自的看我想看的書、做我想做的事時， 

不免有些愧疚地對不起孩子， 

沒有〝無時不刻〞地陪著她…… 

一回頭孩子竟早已沉浸在她的繪本裡，難道是我多慮？ 

一定不是的，過去的日子裡，我在生活裡給他的大量滋養， 

成就了她可以找到隨時可以陪伴的朋友—書， 

她學著我看故事、翻故事、說著故事………. 

感謝這些天，大家給予圓圓無限的包容和大量的讚美， 

她來到這裡，不只是陪同我們， 

更是跟著我們吸收著多角度的閱讀， 

在照片、口說、影片、舞蹈、擊鼓……….太多太多了。 

請繼續這樣的活動！一定要！ 

Ps 結合在地文化，更是支持自己的故事的重要力量！做的好！ 

………………………………………………………………………………………….. 

一場充滿創意、驚喜、豐富的年會， 

背後有個許多令人感動的故事！ 

感謝大會及 Ylstory 的用心 

這就是〝故事人〞啊！！ 

美玲 

…………………………………………………………………………………………..

這次年會，真是一場可以帶走的盛宴！〈真善美的盛宴〉 

一即全部→故事，就是一、就是天地→ 

各種媒材都可以說故事， 

故事可以傳達各種媒材的內在意義。Story is technolgy！ 

● 即興的舞蹈是驚喜，單純的鼓聲、單純的心 

說的都是動人的故事！啊，令人快樂。 

言之不足，歌之、舞之、足之、蹈之或演之！ 

● 要能相信閱讀的價值及影響， 

然後，去做吧！去讀吧！ 

………………………………………………………………………………………….. 

雖然短短三天，但卻覺得豐收整個心靈視野上， 

看到有那麼多人默默的未這塊樂土播種 

相信台灣有一天一定會豐收的！ 

而且，那天不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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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導曰：『好好地面對死亡，就會好好的活著。』 

一語點醒了渾噩過日子的人們， 

在其中的我領受了。 

我因為想要好好的活著，所以我要好好的面對死亡！ 

三天課程中，啟動許多的想法，建構信念 

課程中將這些想法與信念，轉換為動力，期許自己落實理想！ 

感謝雲林故事人 100.5.29 

………………………………………………………………………………………….. 

原以為這是個技藝的研習營， 

沒想到，竟然是場感性的盛宴， 

讓乾渴貧瘠的心靈著實的飽餐了一頓， 

看著這些熱情而無私的人們， 

才發覺，原來我們過去的生活太輕易、太浪費、太鄉愿太鄉愿、太卸責， 

我會永遠記得這把燃起的火， 

並且繼續延續下去，直至燎原…………. 

………………………………………………………………………………………….. 

以前以為故事只是、都是開頭為〝從前從前〞；或像五百年前的孫猴子。 

現在知道了，今早偶於街角與老阿嬤的不經意幾句話，也會是一則故事。 

從許多講師身上看到寫故事及講故事如何養成， 

我有一雙愛閱讀的女兒 

希望有一天，不要太久，我跟他們之間可以互講故事給對方。 

許偉隆  5/29 

………………………………………………………………………………………….. 

一趟心靈充實之旅，在浪漫的雲科大展開。 

遇見了許多熱情的人， 

認識了故事人協會，分享了精采的故事，見證了唐老師的堅毅…….. 

美麗的宴席終將散會， 

不散的是心中滿滿的感恩、回憶！ 

163 吳靜玫 

………………………………………………………………………………………….. 

原本只是被〝故事〞吸引而來， 

沒想到動人的故事是『人』-- 

唐麗芳老師帶領著一群熱枕、堅定、執著、追隨夢想、一心一念的精神， 

不僅是故事是一頁傳奇，是一份溫柔堅定的影響！ 

我終於明白什麼叫做〝故事〞。 

安溪國中  陳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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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惋惜前兩天不能來，不如慶幸自己今天可以來。 

我很喜歡張友漁老師說的～ 

想像力是我的超能力 

想像力能讓我們的生活充滿故事 

我不是一個很會說故事的人，但我喜歡閱讀 

我知道閱讀的重要，所以我會努力的推閱讀 

我也會努力學習如何分享一個故事。 

………………………………………………………………………………………….. 

我生在雲林縣斗南鎮的鄉下小孩，從小在一個有愛的家庭下長大 

我的父母用他們的愛灌溉 

我長大爾後到台北、台中，又嫁回古坑鄉 

然後住斗六又搬到嘉義，現在和〝綠豆〞都是嘉義人 

但我以〝雲林人〞為榮，我愛我的家鄉斗南，我愛雲林！ 

吳秀月  2011.05.29 

嘉義閱讀推廣志工協會志工 

博愛教會生命教育彩虹媽媽志工 

嘉義故事人 

0911-211840  05-2339106 

shiou0829@yahoo.com.tw 

………………………………………………………………………………………….. 

謝謝這個機會 

謝謝一同參與之朋友～ 

這是心起點，也是力量！！ 

透過許多不同的方法，讓我們一同前進！！ 

勇於嘗試 

感動之心說出自己的故事！！ 

………………………………………………………………………………………….. 

因為喜歡故事，所以來這裡。 

3 天，是個漫長的、新鮮的、難忘的----故事 

這個故事屬於你和我和他 

記得這份感動，送給身邊的人，期待下一次的見面。 

………………………………………………………………………………………….. 

這三天的故事膾，就是一張很快樂的臉。 

 

在黑夜的天空 

不同亮度的星  

連結成故事團 

故事中有我有你有所有的亮度和熱度還有吹過的風鈴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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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戀三天的雲林科大 

我們在 2011 故事人年會中與故事不同臉譜相遇 

參加者聚在一起又散開 

散開又合在一起 

流動是為了吸收更厚的故事氛圍 

聚在一起是張開五感看、聽、摸、嗅、說 

台前身旁與色紙上的故事 

有故事不見得好，但沒故事絕對不好 

因為故事是所有色彩的開門密碼 

106 袁海淇 20110529 

………………………………………………………………………………………….. 

好棒喔！我變得更有智慧了！ 

我要把灌溉的種子→散播出去！並希望它開花結果！ 

才不會辜負唐老師及諸位專家、志工、還有贊助的廠商、有心人等善心人士！ 

把滿滿的心帶回家！並歡呼〝雲林故事人〞我愛您們！ 

〈我給您拍拍手！我給您放煙火！〉感恩您們！ 

瑞芳敬上 

這三天的充電不論是身體外—肢體的變化、柔軟、感動…….. 

身體內—頭：思維的細膩。 

        眼：看到全世界、小角落，〈是一般人都能飛到、走到的地方〉的美好

故事，溫暖了大家的心！ 

        耳：聽優美的鼓聲！歌聲！笑聲！最棒的事→聽專家們的精華、 

            心路歷程、閱讀的好處，並如何說故事？ 

        鼻：嗅到了〝書〞的新鮮內涵……. 

        口：吃了不少的農產品………..（花生湯好好喝！不甜） 

………………………………………………………………………………………….. 

很慶幸可以參加這個年會 

這三天讓我的頭腦吃飽飽、長智慧， 

讓我很清楚的知道未來的路我該如何去說故事 

說天的故事、說地的故事、說你的故事、說我的故事、去說大家的故事。 

讚！ 

………………………………………………………………………………………….. 

原以為是場知識的饗宴 

沒料到竟經歷了腦力壓榨、心靈撞擊、？？？？？一連串的提問 

（講師提問、學員疑問、以及自問）都等帶回去後反芻反思 

但一定要行動。100.5.27～5.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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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文件  偶然的一瞥 

把我與雲林緊密連結 

把我與雲林故事人協會結一份善緣 

三天裡  我的心產生了化學變化 

閱讀科技孩子舞蹈、古琴、感動、熱愛、信心、世界、自省、非洲、台灣 

在一個人心裡把這些融入化為一股閱讀動力！ 

………………………………………………………………………………………….. 

謝謝所有工作人員的付出 

因著您們 

我們享有如此美好的饗宴 

謝謝黑糖導演的分享 

當下的悸動留下珍珠般的淚水 

謝謝年輕舞者的分享 

當晚的開懷大笑，打通全身的任督大脈 

謝謝唐瑋老師的熱情＆堅毅的行動 

尤其是夜晚的鼓聲，震開心中的窖門 

開啟心中的另一扇窗 

謝謝永康老師的故事 

讓我們有機會從新檢視那看不見得面向 

三天來所編織出看的見、聽的到、聞的出、摸的到的故事 

是個開始、是個啟動 

更是日後的行動 

謝謝！ 

………………………………………………………………………………………….. 

Thank you Yunlin storyteller association  

舉辦如此精采的年會 

布農族的『聊書』感觸之深無法言喻 

生活周遭處處有 story  

端看自己用心的敏銳度，深深的啟發我的新思維 

Thank you again  

………………………………………………………………………………………….. 

此活動以多元角度激發故事的觀察力及創造力 

而故事『本身』比教科書更平易近人。 

與其紙上談兵，不如用故事感動人心。 

在教育的功效上，有極大的輔助 

對日後教學必有所啟發，謝謝故事人給我們成長的機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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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人        龍金華 

以為付出了許多力量 

卻是  汲取了滿滿的快樂 

以為付出了許多時間 

卻是  收集了盈盈幸福 

以為付出了許多精神 

卻是  堆累了足足真情 

以為付出許多 

卻是  吸食更多 

只有曾付出過  才會知道 

………………………………………………………………………………………….. 

這些天 

我放肆的笑  太爽了！ 

我放心的拿掉面具  自由啊！ 

我痛快的流淚  哈哈！氾濫呦…. 

這塊土地太棒了！有這麼一群真心人 

願意聽、接受，試著了解、慢慢分享 

打開心，容許情緒、包容不同。感謝！ 

雲林故事人 

啟發了許多柔軟的心，有更多的能量去陪伴人！也有能力重寫生命的故事！ 

朱靜儀   2011.05.27 

………………………………………………………………………………………….. 

震撼！觸動！精采！！ 

感動感動、感恩、惜福、行動～即時行動 

 思索二～四年後想退出工作職場，然後～～ 

 雲林故事人的精心策劃～全國故事人年會-閱讀深深吸引了我， 

排除萬難參加。全國故事人年會〝用心〞〝創新〞 

 感動那麼多人默默且有恆心持續推動〝故事人〞 

 認識公共圖書館～多功能、多面向、多元服務 

 今後努力：1.做該做的 

             2.在校推動～閱讀＆生活結合  

               讓圖書館成為生活休閒最佳去處 

               豐富孩子及你、我的生命！ 

～ 立即 、及早行動 ～ 

～ 故事無所不在 ～ 

～ 每個人都是故事的〝主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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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要成為〝故事人〞還需要具備那麼多的知識， 

但參加了本次年會讓我更有信心繼續往這方面努力 

雖然車舟勞累，但看到這麼多人、事 

為了本次活動而熱情著 

太使人雀躍 

感恩！！ 

新北市五常圖書館   林郁翎  5.27 

………………………………………………………………………………………….. 

很榮幸有這個機會參與這次的盛會透過和與會人的交流分享 

使我對『說故事』有了全新的感受， 

原來說故事也有如此多元的表現方式，受益良多 

希望往後還有機會多多參與這類活動 

Christine 

………………………………………………………………………………………….. 

躲在陰暗的角落只會更柔弱； 

唯有迎向陽光才會更茁壯。 

而全國故事人年會就是那道光 

溫煦且熱情，敏銳而精準 

滋養我推動閱讀的心使我更清楚未來該如何走下去 

願第一屆年會的夥伴們化為希望的種子， 

回到各自崗位發芽，成長茁壯。 

雲林  鄭淑玉 2011.5 

………………………………………………………………………………………….. 

100（2011）年全國故事人年會發想 

每一個人、每一件事、每一樣物，都本具亮點 

對個人而言 代表著潛能 看不見的冰山 

對事物而言 代表著本質 最原始的面貌 

我們試著透過不同的媒介引導啟動觸發 

就在每個當下 當我們都願意留白 

真正去聽析看見嗅到品嚐感受 

不斷去自我省察 連結 分享 再分享 

生命火花  必定源源不斷點燃  在天地之間…… 

台灣柚子 2011.05.29 

………………………………………………………………………………………….. 

故事在這裡發生，深深相信，那將會是一個開始，而不是結束…… 

清清喉嚨最想說的是〝感謝〞二字 

深深感覺，一切是如此美好，不是嗎？ 

1. 5.18 唐老師到土庫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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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告訴老公年會的消息，他在公司馬上幫我報名。 

日子到沒想到〝閒妻〞竟不想參加，他還好言相勸，說了一串， 

只聽到一句：說不定對未來的你有所轉機。 

一個慢跑者的耐力與堅持將我帶到了年會….. 

現在換我力邀父子倆，一定要來看〝值得看的東西〞包括書展、故事牆..哦！ 

2. 接到一通兒子的電話：媽媽 我的一支白色、有藍色圖案的免削鉛筆麼不見了 

（哈！被我帶來速記課程內容了，感謝寶貝，筆不見還記得會找哦～） 

3. 當陽光太刺眼，總令人看不清前方的事物。 

爸、媽、老師如果一直都很〝強勢〞不知是否看的到孩子內心真的在想什麼？ 

想做什麼？聽什麼？看什麼呢？ 

土庫鎮  春硯 

………………………………………………………………………………………….. 

感恩大家的用心付出 

讓幸福的我們有如此豐富充滿歡笑與自在的『故事人年會』 

可以同歡與同學習、成長 

讓收穫滿滿的自己可以重新檢視自己的初衷 

明天踩著輕快的步伐，帶著新買的繪本進教室吧！ 

65 陳蓉椿  100 .5.29 

………………………………………………………………………………………….. 

沒有高學歷、沒有高職業、帶著一個學習的心來到一群菁英之中， 

懷著謙卑感恩的心伴隨著一場又一場令人驚喜的活動 

原來說故事是如此多元性，它不僅只用嘴巴講 

它還可以用音樂、舞蹈、科技…… 

用各式各樣的方式呈現 

讓我體會前所未有的經驗 

感謝再感謝  期待再相會 

PS：當個故事人是幸福、快樂的志業 

郭百娟 

………………………………………………………………………………………….. 

來到故事人年會才意識到自己也是故事人 

在努力想推動閱讀教育的此際 

意識察覺自己需要先認可敘述故事的力量 

看到自己對閱讀的個人偏好 

怎樣轉變成公領域熱情的介入推廣 

才能讓閱讀遍地開花是多麼重要！ 

………………………………………………………………………………………….. 

如有相聲將更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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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故事人： 

好久沒到雲林了 

雖然下了高速公路兩旁的綠意仍然鄉村味 

就如打開的粽香越來越濃………. 

十多年前的印象如暗房的相片在顯影劑下逐漸鮮明…… 

雲林還是一樣的沒什麼太多的變化 

可能只是多了六輕……公安事件 

然而三天的故事人年會讓我十年前的印象、三天前的想法產生改變了 

雲林的質改變了 

雲林的精神改變了 

雲林的故事改變了，並……開始流傳了……… 

彰化文德國小  王有煌  2011.5.29 

………………………………………………………………………………………….. 

故事無所不在，有人就有故事，每個人都是故事的主角 

5/27～5/29 全國故事人年會，三天下來串連了很多的故事， 

很高興自己也是故事的主角之一。 

我是一個剛接任圖書館工作的新鮮人， 

對於『故事』以前總是懵懵懂懂的， 

而這次年會聽了很多感動、驚奇及不同領域的故事， 

覺得犧牲二天假期非常值得 

5/28 晚上瀏覽『雲林故事館』網站時，發現這段話： 

『故事這條看不見的線 

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故事來到這個世界，說故事的人像是一座橋 

靠自己的經驗，透過故事這條看不見的線 

將人們過去、現在、未來串在一起…..』 

真的是『故事』最貼切的註解。 

林內鄉立圖書館張淑靜 

………………………………………………………………………………………….. 

希望『全國故事人』年會， 

能夠繼續辦下去，加油！ 

太棒了！哈哈哈 

………………………………………………………………………………………….. 

知易行難，要了解一項新知，有很多資訊來源 

但是在執行上卻還是會充滿許多的未知與變數 

更可怕的是自己的惰性 

………………………………………………………………………………………….. 

故事人相聚在雲林 

感恩主辦單位~期待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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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故事人年會全體工作伙伴： 

感謝你們安排如此多元又豐富的三天課程 

真的像說不完的故事般令人意猶未盡 

好想年年都來參與！感恩 

向一場精采的故事人大會敬上我最高的敬意 

138 二林高中 陳文祥敬上 

………………………………………………………………………………………….. 

食在雲林好味道 

嗅～黃嘉俊導演有溫度的紀錄片，細微的人生鏡頭。 

令人懷念阿花老師的薩克斯風 

用淚水交織出來的知識～故事 

華葳老師～輕聲朗讀，純粹的愛上閱讀 

永康老師～大人都無法深度閱讀，如何要求孩子不斷的寫讀後心得～ 

收穫滿滿，友漁老師～寫作好自然～ 

………………………………………………………………………………………….. 

不知不覺的走入故事 

聽到有人說：相信，你就會看見！ 

我是很難被說服的，但是我相信了！於是我看見！ 

而今日從故事人～故事館～故事人年會，我真驚訝我的看見！ 

而最後，這個故事要一直說下去………. 

李香吟  2011.5.29 

………………………………………………………………………………………….. 

感謝故事人協會找到如此舒適的場地 

提供精采的饗宴 

在這三天二夜中，聆聽許多大師級講師現身分享 

敘說屬於自己的故事 

或敘說屬於自己的故事 

或觀察入微看到許多社會上人、事、物的故事 

或規劃遠景，看到那屬於未來的故事 

每個故事都是精采萬分，都是令人印象深刻 

讓我體會到故事的威力和故事的迷人 

感謝故事人協會辦理這次年會 

將更多的故事流傳下去 

………………………………………………………………………………………….. 

受惠很多，很多感動！！！ 

Wonderful  Great ！ 

Telling a story ， stories….. 

Telling……reading  reading  rea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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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這次有機會參與如此有意義的活動 

讓我再次擴展視野 

第一天的課程像坐高鐵豐富我心， 

但有點消化不良，速度太快。 

第二天所接觸的比較陌生，科技難懂， 

但故事花園讓我有新鮮的發現及深刻的印象 

動動腦吸取精華 

感恩所有人～祝福大家 

感動 + 團結力量大 

充滿愛 分享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