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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的話─故事在風中    陳倩姿 

這裡很棒，妳可以來看看！」記者賈霸從雲林故事館打

來電話。為採訪封面故事，他去到虎尾這間「雲林人ㄟ

厝」，一待竟然二天。他說，故事讓他著迷。 

  愛聽故事不分大人小孩，風中的故事無孔不入，每

個公共圖書館幾乎都有故事媽媽，去年底，台東與雲林

故事館相繼成立，在風中飄流的故事終於開始有自己的家。 

  為什麼人類喜歡聽故事？故事是從何起源？故事館長什麼樣子？愛說故事的人有一顆什麼

顏色的心？給你一本故事書，你如何看圖說故事？本期專題「故事織夢」(P06)邀請生命中和故

事牽掛很深的故事人為您說故事。很精采，不要錯過。 

  不可錯過的還有讓陳格理教授「從車窗外瞄一眼，就決定放棄造訪得獎的圖書館，轉而花一

個下午待在的美國加州聖塔莫尼卡公共圖書館。」(P28)不大也不亮麗的圖書館，以「保存過去、

服務當下、形塑未來」高遠的宗旨立館，陳老師以專業的眼光帶著讀者分享他捨不得讓太陽下山

的體會。 

  每年書展都在二月份寒假時期展開，今年台北國際書展，以「世界在書中」為主題的展出內

容，也有許多創新，尤其是金蝶獎，讓書的設計更有型有款，也更吸引讀者。逛書展可是很消耗

體力的，在有限的時間下，如何在偌大的展場各取所需、快樂的累，本期告訴你最佳攻略。(P44) 

  世界在書中，書也能改變全世界。今天，書的載體已從紙本到虛擬的數位世界，紙變、書也

變(P51)，閱讀完本期《書香遠傳》，也許你能透過網路告訴我們更多未來的閱讀世界。 

 雲林故事館─雲林人 故事ㄟ厝   賈霸  

唐麗芳的故事人生 

  午後的陽光懶懶地灑在雲林故事館的大院子裡，「故事樹」掛著一片片的故事，都是來

故事館的人寫的自己的故事。 



  40 多年前同樣的陽光灑在雲林一戶人家的庭院裡，大人小孩排排坐盯著這村裡唯一的電

視看，突然，坐在前排藤椅上的一位老伯放屁，他坐的那把椅子，在那剎那間垮倒了，在場

耳聞的小孩們笑得從椅子上翻倒在地，這時目睹這一切的老阿嬤在一旁道：「囡仔人，笑屁

會老哦！」 

 

老阿嬤的話就是生活智慧 

  一天吃晚飯時，突然有個小孩的尖叫聲，傳出滿臉噁心狀，什麼事？原來她發現鹹稀飯

裡有米蟲，這位清朝出生的老阿嬤的聲音又響了起來：「呷蟲才會做人。」 

  雲林故事人協會創會理事長唐麗芳，她的故事人生就從阿嬤這一句句充滿了智慧及生活

歷練的話語中開始。 

  阿嬤並沒有刻意地講故事給她聽，但卻有許多聽故事的機會，當時她家是村裡第一個有

電視的人家，所以村裡的人每天都會到家裡來看電視，老人家「開講」時，就有很多故事聽，

這些都一點一滴地累積成為她日後說故事的素材之一。 

聽故事，是閱讀前的天空 

  村子裡的村民們所供奉的神明，希望能住在她家，經過擲茭，家裡的客廳就成了神明的

住所，庭院每逢初一、十五、初二、十六及慶典時，都成了大家供奉神明的「廟廷」，村民

們帶著煮好的飯菜來拜拜，大人開講，小孩聽講，好不熱鬧。當時盛行聽收音機的廣播劇，

也因此在平日聽了許許多多的故事。 

  後來唐家捐地蓋廟，廟搬出了唐家客廳，從此，廟有慶典時，在廟口上演的布袋戲、歌

仔戲及耆老說故事，將唐麗芳聽故事的經驗，從原本只是聽故事，延伸到「看故事」，聽故

事的範圍也因此不斷地往外擴展，也聽了無數精采的故事。 

  讀書、留學、結婚、生子，唐麗芳從台灣到美國，10 年前舉家遷回台灣。 

說故事，就像在送禮。 



  唐麗芳常常講故事給女兒聽、講給鄰居小孩

聽、講給她在醫院照顧的病患聽，她講故事就像

聊天一樣，讓人在還未察覺前已把整個故事聽了

一大半。 

  回到台灣，女兒上了幼稚園，把媽媽跟她講

的故事講給園裡的小朋友聽，有天回來，興奮地

說：「我的同學們都很想聽妳說故事，他們問妳

能不能到學校講故事給大家聽？」這是第一次公

開講故事。 

  女兒上了小學後，她在親師座談會中，得知老師在晨間時間有時要開會，孩子們沒大人

陪，於是，開始了在校園說故事的經驗。 

  每到說故事的晨間，班上就特別熱鬧，不是哄堂大笑，就是搶著發問或爭著回答，這種

歡樂的氣氛漸漸引起了隔壁班同學的好奇，「你們班怎麼這麼好，有人講故事？」羨慕與嫉

妒交織的情緒從隔壁班漸漸地擴散，從一個班，擴及到隔壁班，之後繼續再往外延伸到社區。 

雲林故事人，從無到有 

  在每週四讀書會的討論中，偶爾分享一些自已在學校分享故事的經驗，許多成員媽媽也

有興趣，就鼓勵她們在家陪自己的孩子說讀故事，進而走入校園分享。故事說久了，覺得需

要進階，就到台中參訪小大繪本館，也參加台中故事協會的研習課程，結識很會說故事的楊

茂秀老師，當天就邀約楊老師來雲林，教大家如何說好聽的故事，就此展開雲林故事人的培

訓序曲。 

  1999 年 921 大地震發生在週四清晨，斗六市區，古坑山區有多處的房子倒塌，許多人因

此喪生，讀書會的成員唐麗芳和一位朋友。在隔週邀約社區裡的大人、小孩討論自己的地震

經驗，這個聚會化解了彼此對餘震的驚惶。更協助許多人將地震所帶來的害怕、無助及驚惶

的情緒釋放出來。 

  每一個故事在當下的敘述或轉述中，就像一條看不見的線，把與會的每一個人，緊緊地

相繫著。不久後，她開始擬寫生平第一份計畫書。 

  2002 年開始，唐麗芳辦研習、培訓故事人、到社區及校園巡迴推動閱讀等活動，結訓後

她鼓勵大家到公共圖書館說故事，邀約這些故事媽媽到自己孩子就讀的學校去講故事。 

故事，活化歷史古蹟 

  漸漸讀書會也擴大為雲林故事人協會(2005 年立案)，推廣閱讀文化，進而在 2007 年成為



虎尾「郡守官邸」--雲林故事館，「故事ㄟ厝」的營運單位。

邀約社區民眾一起來起故事的厝，同年 12 月雲林故事館正

式開館。 

  雲林故事館是在許多關心地方文化的人士積極努力下

才保存下來，經向文建會申請經費修繕後，由蘇治芬縣長

及前文化局長劉銓芝，出面向地方企業界募款，經過公開

招標，最後委託雲林故事人協會經營。 

  凡事起頭難，因經費不足、工作團隊仍待開發，以及

未曾有過向公部門投標的經驗等考量，一開始雲林故事人

協會的理監事，一致反對投標。雖然如此，唐麗芳建議大

家再思考，故事館所將扮演的角色與其對未來在地文化開

發的意義。最後決議，邀約一群志同道合的志工們，共同攜手為營造在地故事文化平台出發。

一路走來，甘苦相伴，不過她們深信，這是值得努力的目標。 

  從確定營運權到開館只有 10 天，在人力、物力不足的狀況下，大夥兒忙著收集老照片與

故事、張羅志工團隊、協助搬借桌椅、館舍環境整理、布置等開館相關種種事宜。忙到有些

邀請卡也沒來得及寄發，最後大家只好相信，一切盡人事，其他的就聽天命了！ 

故事館，溫馨熱鬧地開講囉！ 

  老天真幫忙。開館前幾天(2007 年 12 月 19 日），需要做個會動的故事箱，正愁沒有人做，

一位 4、5 年前曾參加故事培訓的志工，聽說故事館要開館，特地跑來看看，她答應可以幫忙，

這真是老天送來的禮! 

  開館前一天原本打算一早到館，交待開館活動流程及沙盤演練，沒想到臨時被一些行程

耽擱，館內工作人員及志工們，雖然內心焦急萬分，但是大家分工合作，發揮團隊的默契，

清掃館舍、搬桌椅、擺盆栽、拼縫故事被，一一張羅開館的事宜。在開館前 1 個小時，匆匆

分配各組工作事項後，亂中有序地順利開館，場面溫馨，這是因為志工們都把故事館當作自

己ㄟ厝了。 

  12 月 22 日冬至夜，故事館舉辦一場民謠創作音樂會—戀戀舊山線，有一位虎尾的朋友希

望用最溫柔的聲音，訴說最動聽的故事，送給雲林鄉親的禮物，當晚鄰近的教會及幼稚園都

在辦耶誕 Party，有摸彩的活動，「今晚可能不會很多人來」有位志工如是說：「開館才 3 天，

文宣海報都來不及發放。」但是很神奇的事發生了，當晚將近百位的老、中、青地方人士來

到故事館，聆聽美美的歌聲及動人的故事。 

  故事館陸續有好多人來訪，除了許多在地人，為了滿足多年來對庭院深深的「虎尾郡守

官邸」，一窺究竟的好奇外，還有許多遠道而來的海內外朋友，更有一些舊地重遊的有心人，



不難想像為什麼。 

  且到故事館走一遭，進門是個大院子，幾棵大樹排列著，老榕樹垂掛著一則則故事，這

些會說故事的樹，也正是黃春明，黃爺爺在開館時，說故事的地方。 

雲林故事人─私房繪本展 

  進入玄關後，右方有個繪本創作展示區，展示在地創作的繪本故事，擺放每一本書都是

手工書及富有想像力的創作。 

  像徐雅竹的〈我的諾貝爾奶奶〉、阮佳瑩的〈幸福的滋味〉、林承諺的〈墨汁〉都寫得

活跳跳，館舍中每一本創作，都是一個個棒呆的故事，足夠讓人在這裡流連忘返! 

  再往裡走，故事館最大的房間，就是當年虎尾郡守的客廳，現在是講故事的地方，雲林

故事人的志工們，有時會利用物品、手套、帽子、毛巾創作的戲偶，為大小朋友們，說一則

則故事，小朋友專注地聆聽著，隨著故事的情節，一張張小臉上表情不斷地「換頁」，或喜，

或憂，或懼，或怒。 

故事館，故事、生活與文化的平台 

  故事館的後方，是個由木板舖成的大院子，開館前後舉辦過的戶外音樂會，有來自澳洲

青少年樂團、來自紐西蘭的屏東人，還有虎尾藝馨國樂團，隨著音符跳躍到館舍的每一個角

落，故事也一則則駐進每個人的心中，唐麗芳說：「樂聲美，故事也美。」 

  故事館開館了，但接下來呢？ 

  她需要更多人來關心、參與，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想法的人一起來激盪，如何使聽、

說、讀、寫、演故事，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分貧富、貴賤、男女、老幼，都可以一起

來體驗優質生活的樂趣。雲林故事館，不僅是在地的故事文化平台，也屬於生活在這塊土地

上的每個人。2008 年從鼠年燈籠彩繪，館舍導覽、與作者有約、耆老講古、台灣民謠故事、

繪本故事創作、毛巾偶戲研習、志工培訓、親子共讀、蚊子電影院到遠景座談等的規劃，希

望故事文化從在地出發，放眼天下。 

  別人的故事說說就完了，自己的故事，怎麼說也說不完。 

  想聽故事嗎？到雲林故事館走一趟吧！你會喜歡的。 

 



40 歲的「小唐」 唐麗芳一串名字的故事 

  從稱呼，唐麗芳就知道對方是她那一個群組的朋友。 

  叫她「班長」的，肯定是她從小學到中學的同學，因

為她從小到大常當班長，外號就叫班長。 

  有人叫她老唐，那是她十幾二十歲時的朋友。 

  為什麼叫她老唐？因為她那時常老氣橫秋地講些老生

常談的事，大家就叫她「老談」，叫著叫著，因為她姓唐，

所以又質變成「老唐」。 

  到了 40 歲，怪了，大家開始叫她「小唐」了，因為，

這時的她老跟小朋友在一起，沾小朋友的光，大家也把她看「小」了。 

  她最不喜歡卻必須要接受的是「唐老師」，她曾要求小朋友不要這樣叫，但家長跟她說：

「叫老師小孩比較聽話。」結果不但小朋友這麼叫，家長也跟著這麼叫。 

  在美國也可以從別人對她的稱呼判斷對方是哪一個群組，叫她「Tang」的人肯定是朋友，

因為朋友才知道她姓唐；如果是公事上來往的人，通常都會叫她「Li」，因為她的英文名字是

Li-Fang Tang。 

 

關於虎尾郡守官邸 

  創建於昭和六年（1931 年）的虎尾郡守官邸，是一幢相當完整的日式房舍，為虎尾階層

最高的「屋敷」（意指高級別墅）。國民政府來台後，官邸改為區公所所長宿舍。民國 39

年地方自治實施，便改為雲林地方法院院長宿舍，直到民國 85 年左右被閒置。近年來，歷史

建築再利用蔚為風潮，郡守官邸為縣府重現，列為雲林縣縣定歷史建築。 

 

 

 

 

 

 

 

 

 

 

 



2. 網站新聞 

雲林故事館開館 黃春明講古 

【聯合報╱記者王志弘／虎尾報導】 2007.12.20 04:07 am 
 

雲林故事館開館囉！縣長蘇治

芬等人昨日受邀剪綵。小朋友在

故事樹下排排坐，聆聽老故事和

製作布袋戲偶，感受老建築新生

喜悅，同時開啟在地故事文化的

創作平台，氣氛熱絡。  

文化局表示，雲林故事館前身是

日治時代虎尾郡守官邸，去年 8

月整修完成，也是縣內第一座歷

史建築再利用，提供集合在地生

活、藝術、教育、文化的空間，

也是社區對話窗口，及一個收

藏、展覽、演出、創作故事的重

要平台。  

歷經數次大小活動暖身，雲林故

事館昨日正式開館，縣長蘇治芬、文化局長孫福應、教育局長徐明和、故事人協會多

位老師受邀剪綵。蘇治芬表示，感謝雲林故事人協會把歡樂和故事帶給小朋友，期待

孩子能在故事館透過口述、文字、圖畫、戲劇等方式呈現，享受快樂的童年。  

50 多位幼稚園小朋友也來感染開館喜悅，在大樹下聆聽故事人黃春明爺爺講古，在古

色古香的日式木造建築內，開心帶動唱，以及製作布袋戲偶，操弄說故事，互動十分

愉快。  

縣府指出，故事館固定於周一及國定假日休館，每周二至周日上午 9 至 12 時開放社

區學校、民間團體申請參訪導覽館舍；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為說故事時間、說唱台

灣民謠、繪本製作、偶劇、臉譜故事分享、影片欣賞等課程。洽詢電話 6311436。  

【2007/12/20 聯合報】@ http://udn.com/  

 

雲林故事館昨日開館，故事人黃春明爺爺在大樹下，為小朋友講

古。 

記者王志弘／攝影 

 

 

 

 

歷史建築再利用 雲林故事館正式開幕 

http://udn.com/
http://udn.com/
http://udn.com/?


【大台灣旅遊網 TTNews 記者黃柏庸／雲林縣報導】 

  雲林故事館 19 日上午，在虎尾郡守官邸前舉行開幕典禮，現場還安排黃春明爺爺

在庭院大樹為參加小朋友說故事，簡上仁老師與徐永康老師在主題館內帶動小朋友，

黃世志老師在後院木板空間教導小朋友簡易布袋偶製作。 

 

  雲林故事館原是一座日治時期興建的官舍建築物，日治時期原屬台南州虎尾郡郡

守官邸，光復後改為雲林地方法院院長宿舍，民國 90 年 7 月登錄成為雲林縣歷史建築，

民國 94 年著手整修，95 年 8 月完成，這一座日式木造官舍，是一座記載著在地歷史

故事的古老建築，雲林故事館是雲林縣內第一座歷史建築再利用。 

 

  雲林故事館未來將提供一個集合在地生活、藝術、教育、文化的空間，也是與社

區對話的一個窗口，她將成為雲林在地故事文化的核心聚點，故事館除了提供用來收

藏、展覽、演出及創作在地故事的地方，她也是永續故事文化的一帖安心劑。讓創作

藝術與生活密切地結合，並賦予每一個創作的故事生命力的重要平台。  

 

  讓大家都能聽到、看到，進而了解雲林在地的文化，及開發在地故事和創意，是

故事館的一個新世代使命，也是未來創作及傳遞雲林故事的開始，成為可以提供口述

文學、繪本創作及地方故事作品的一個展現據點。 

 

大雲林旅遊網：http://yunlin.travel-web.com.tw/ 
 

新聞發稿時間：12/20/2007 10:03:00 AM 

最後更新時間：12/20/2007 10:03:00 AM 
 

 

 

 

 

 

 

 

 

 

 

 

 

 

 

http://yunlin.travel-web.com.tw/


雲林故事館開館  黃春明說故事  (自由時報 )  

 

作家黃春明〈立者〉在雲林故事館庭

院大樹下，為參加活動的小朋友說故

事。  （記者李靜芳攝）  

記者李靜芳／虎尾報導  

雲林縣政府整修日治時期興建的郡守官邸，設置為「雲林故事館」，即日起正式對外開

放，昨日由縣長蘇治芬、文化局長孫福應以及作家黃春明等人，在縣府文化局為雲林故

事館開館儀式剪綵，並安排一系列說故事聽故事活動，氣氛溫馨熱鬧。作家黃春明在庭

院大樹下，為參加活動的小朋友，說宜蘭民間的傳說，提到水鬼時，小朋友紛紛睜大眼

睛專注聆聽。  

雲林故事館所在地為日治時期台南州虎尾郡郡守官邸，光復後改為雲林地方法院院長宿

舍，2001 年 7 月登錄成為雲林縣歷史建築，縣府於 2005 年著手整修，於去年 11 月

雲林國際偶戲節首次公開亮相。這座日式木造官舍，外觀古樸，過去未曾對外開放，現

在縣府正式開放，未來將舉辦定期與不定期活動，民眾可以前往參加。 

雲林故事館未來將成為展覽、演出與創作在地故事的所在。開放時間為每週二到週日，

上午 9 時至 12 時，開放社區、學校、民間團體申請參訪，每週三、五、六的例行性活

動如下：說故事時間、說唱台灣民謠、繪本製作、話劇／偶劇、臉譜故事分享與影片欣

賞等。 

 

 

奇摩新聞 



雲林故事館 19 日在郡守官邸啟用 

更新日期:2007/12/19 17:32  

雲林故事館 19 日在虎尾郡守官邸前正式落成啟用，黃春明爺爺在庭院大樹為參加小朋

友說故事，簡上仁老師與徐永康老師在主題館內帶動小朋友，蘇治芬縣長致詞表示，希

望小朋友多多到故事館把自己和別人的故事，透過口述、文字、圖畫、戲劇等方式來呈

現，享受快樂的童年。 

雲林故事館原來是日治時期興建的官舍建築物，也就是台南州虎尾郡郡守官邸，光復後

改為雲林地方法院院長宿舍，民國 90 年 7 月登錄成為雲林縣歷史建築。這一座日式木

造官舍，是一座記載著在地歷史故事的古老建築，雲林故事館是雲林縣內第一座歷史建

築再利用，她古樸的外貌，再加上過去並沒有對外公開，吸引許多遊客前往。 

雲林縣文化局表示，雲林故事館將提供一個集合在地生活、藝術、教育、文化的空間，

她將成為雲林在地故事文化的核心聚點。故事館除了提供用來收藏、展覽、演出及創作

在地故事的地方，她也是永續故事文化的一帖安心劑。讓創作藝術與生活密切地結合，

並賦予每一個創作的故事生命力的重要平台。 

雲林故事館是未來創作及傳遞雲林故事的開始，成為可以提供口述文學、繪本創作及地

方故事作品的一個展現據點，讓大家都能聽到、看到，進而讓大家都能更了解雲林在地

的文化及開發在地故事和創意，讓人們更親近在地文化，更了解保存文化的重要性。 

 

 

 

 

 

 

 

 

http://tw.rd.yahoo.com/referurl/news/logo/ner/SIG=10o5cdlf9/*http:/www.ner.gov.tw/


 

 

台灣商會聯合資訊網 

雲林故事館開館系列活動（2007/12/15） 

雲林故事館原是一座日治時期興建的官舍建築物，日治時期原屬台南州虎尾郡郡守

官邸，光復後改為雲林地方法院院長宿舍，民國九十年七月登錄成為雲林縣歷史建

築，民國九十四年著手整修，2006 年八月完成。 

這一座日式木造官舍，是一座記載著在地歷史故事的古老建築，雲林故事館是雲林

縣內第一座歷史建築再利用，在 2006 年 11 月雲林國際偶戲節首次公開亮相。她

古樸的外貌，再加上過去並沒有對外公開，吸引許多了生活地的居民，同時也有許

多遠道而來的文史工作者與遊客駐足參觀。雲林故事館，將提供一個集合在地生

活、藝術、教育、文化的空間，也是與社區對話的一個窗口，她將成為雲林在地故

事文化的核心聚點。故事館除了提供用來收藏、展覽、演出及創作在地故事的地方，

她也是永續故事文化的一帖安心劑。讓創作藝術與生活密切地結合，並賦予每一個

創作的故事生命力的重要平台。 

雲林故事館將成為一個創作並傳遞雲林故事的開始，成為可以提供口述文學、繪本

創作及地方故事作品的一個展現據點，讓大家都能聽到、看到，進而讓大家都能更

了解雲林在地的文化及開發在地故事文化和地方的創意，讓人們更親近在地文化，

更了解保存文化的重要性。透過故事的多元呈現及分享的過程，閱讀同一本書、聽

同一個故事，討論彼此對同一事物的看法和了解。不僅是孕育英才的搖籃，培養在

地居民(創作者)的文化素養、自信及雲林形象認同的自我之肯定，以及開發，如出

版、戲劇、優質生活環境等文化產業的可能。 

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故事來到這個世界，而故事就像一條看不見的線，把人與人之

間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緊緊的相繫著。而說故事就像是在送禮，故事中承載的隱喻

與智慧在聽說讀寫故事的過程中，不著痕跡的影響著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每一個

人。現代人生活忙碌，人與人、人與社群、人與大自然的相互影響和關係，比過往

更顯的重要，因此極需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一起來營造共同的生活經驗。 

雲林故事人希望邀約大小朋友，一起來閱讀在地的人、事、物，鼓勵生活於斯的人

們，把自己和別人的故事，透過口述、文字、圖畫、戲劇等方式記錄與呈現，然後

透過討論，可以讓故事的核心價值，轉化為孩子們珍貴的文化資產及成長資源，開

闊個人視野，並能達到永續文化的傳承與紮根的工作。聽故事是孩子學習閱讀前的

天空，藉由社區資源的整合及社區的互動，大家共同參與營造閱讀文化並改善社會



風氣，進而提高生活品質 。在故事人才養成的過程中，同時可以開發個人潛能、

開闊視野。 

雲林故事人協會，希望透過雲林故事館的營運，達到以下目標： 

1．開發屬於在地的故事文化及平台。  

2．為在地的人、事、物做記錄。  

3．打造社區快樂的學習環境，落實終身學習的書香文化。  

4．提昇參與者之閱讀興趣，思考討論能力及創造力。  

5．延伸並永續傳承鄉土文化的過去及未來。  

6．增進社群對語言學習、鄉土文化的認識、文學的賞析及創作能力。  

7．透過蒐集並分享台灣優良創作的故事，如歌謠、詩文、書、影片等。  

8．透過故事的分享，增進人與人之間的良性互動、溝通、了解及尊重，進而改善

社會風氣。 

雲林故事館 2008 年營運內容： 

1.人才培訓：故事閱讀志工培訓、館舍活動志工培訓、導覽志工培訓等。  

2.閱讀推廣：台語文學習-台灣的故事。台灣的歌  

      新移民認同鄉里-生命繪本與親子毛巾偶劇研習  

      與作者有約-邀請作家、學者或專家做講座交流、訪談  

      親子故事時間-大手牽小手  

3.故事創作：我的布庫-私房繪本創作。  

4.故事館行銷：雲林故事館網站架設、主題館展示、故事館導覽。  

5.經常性活動：說故事時間、讀書會(父母成長、親子共讀、英文繪本等)。  

6.故事館常態活動：好書介紹與分享、影片欣賞(配合每月主題) 

故事館開館活動系列：2007 年 12 月 15 日(六)起  

1.庭院劇場/音樂會：2007 年 12 月 16 日(日)下午 2:00~4:00  

2.尋找歷史建築老照片：虎尾郡守官邸、郡役所、合同廳舍、虎尾糖廠等  

3.雲林故事館 LOGO 設計活動  

4.畫一張有故事的臉(生肖/自畫像)、寫故事(100 字內)、作一個祈福娃娃 

開館儀式暨記者會：2007 年 12 月 19 日(三)上午 10:00 

開館營運時間：2007 年 12 月 19 日(三)起 

資料來源：雲林縣政府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http://web.ner.gov.tw/culturenews/culture/culture-detail.asp?id=86828 

雲林故事館 19 日在郡守官邸啟用 

雲林故事館 19 日在

虎尾郡守官邸前正式落成啟用，黃春明爺爺在庭院大樹為參加小朋友說

故事，簡上仁老師與徐永康老師在主題館內帶動小朋友，蘇治芬縣長致

詞表示，希望小朋友多多到故事館把自己和別人的故事，透過口述、文

字、圖畫、戲劇等方式來呈現，享受快樂的童年。  

雲林故事館原來是日治時期興建的官舍建築物，也就是台南州虎尾郡郡

守官邸，光復後改為雲林地方法院院長宿舍，民國 90 年 7 月登錄成為

雲林縣歷史建築。這一座日式木造官舍，是一座記載著在地歷史故事的

古老建築，雲林故事館是雲林縣內第一座歷史建築再利用，她古樸的外

貌，再加上過去並沒有對外公開，吸引許多遊客前往。  

雲林縣文化局表示，雲林故事館將提供一個集合在地生活、藝術、教育、

文化的空間，她將成為雲林在地故事文化的核心聚點。故事館除了提供

用來收藏、展覽、演出及創作在地故事的地方，她也是永續故事文化的

一帖安心劑。讓創作藝術與生活密切地結合，並賦予每一個創作的故事

生命力的重要平台。  

雲林故事館是未來創作及傳遞雲林故事的開始，成為可以提供口述文

 



學、繪本創作及地方故事作品的一個展現據點，讓大家都能聽到、看到，

進而讓大家都能更了解雲林在地的文化及開發在地故事和創意，讓人們

更親近在地文化，更了解保存文化的重要性。  

(2007/12/19 下午 05:32:54 劉文珍)  

 

 

虎尾郡守府變身雲林故事館(中華日報) 

http://news01.cdns.com.tw/20071220/news/dfzh/840030002007121917381136.htm 

 記者王明／虎尾報導 

 「雲林故事館」十九日上午在虎尾郡守官邸前舉行開館儀式，由雲林縣縣長蘇治芬、財團法人

雲林故事人協會理事長等人主持剪綵。 

 昨日的開館儀式，有雲林縣文化局長孫福應、教育局局長徐明和、雲科大劉銓芝教授及藝術界

人士黃春明、簡上仁老師、徐永康老師、黃世志老師等人應邀參加，為雲林故事館開館儀式剪綵，

現場還安排黃春明在庭院大樹為參加小朋友說故事，簡上仁老師與徐永康老師在主題館內帶動小

朋友，黃世志老師在後院木板空間教導小朋友簡易布袋偶製作。 

 蘇治芬縣長表示，她很感謝雲林故事人協會把歡樂與故事帶給小朋友，希望小朋友多多到故事

館把自己和別人的故事，透過口述、文字、圖畫、戲劇等方式來呈現，享受快樂的童年。 

 雲林故事館原是日治時期原屬台南州虎尾郡郡守官邸，光復後改為雲林地方法院院長宿舍，民

國九十年七月登錄成為雲林縣歷史建築。雲林故事館將提供一個集合在地生活、藝術、教育、文

化的空間，除了提供用來收藏、展覽、演出及創作在地故事的地方，讓創作藝術與生活密切地結

合，並賦予每一個創作的故事生命力的重要平台，是未來創作及傳遞雲林故事的開始，成為可以

提供口述文學、繪本創作及地方故事作品的一個展現據點。 

 2007/12/19 17:38 

 

 

 

 

 

 

 

 

 

 

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7/12/19/n1947625.htm 



 

成於 1931 年的虎尾郡守官邸，整修改裝為雲林故事館，十九日開館，藝文人

士為小朋友帶動唱，未來故事館將成為聽故事、看表演的新天地。//中央社 九

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虎尾郡守官邸改裝變身 雲林故事館開館 

 

【大紀元 12 月 19 日報導】（中央社記者葉子綱雲林縣十九日電） 

建成於 1931 年日治時期的虎尾郡守官邸，整修改裝為雲林故事館，今天開館，地方及文化等各

界與會剪綵，黃春明等多位知名作家為小朋友說故事等，現場洋溢童言歡笑，縣長蘇治芬表示，

希望雲林故事館透過口述、圖畫、戲劇等，呈現多元文化活動，增添快樂童年記憶。  

位在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的虎尾郡守官邸，隔街對望改為雲林布袋戲館的虎尾郡役所與藝文展演

場地的合同廳舍，這三棟建築都建成於同年，走過近八十年歲月，搖身一變為藝文場所，為地方

增添藝文活動空間，今天的開館，邀請黃春明、簡上仁、徐永康等知名藝文人士參加，增添藝文

氣息。  

虎尾郡守官邸於 1945 年台灣光復後，改為雲林地方法院院長宿舍，2001 年登錄為雲林縣歷史建

築，繼虎尾郡役所改裝為雲林布袋戲館之後，去年八月完成整修，同年十一月在雲林國際偶戲節

首度公開亮相，與布袋戲館同為雲林歷史建築再利用的典範，吸引慕名而來的文史工作者等各界

參觀。  

縣府文化局指出，雲林故事館提供在地創作藝術與生命力結合的平台，收藏、展覽、演出、創作

在地故事，永續故事文化生命力，這些故事可以是書籍、戲劇、生活點滴分享、社區成果等，多

元故事面貌，將襯托古樸建築更散發出清幽，每週二到週日開放，相關訊息歡迎上網文化局查詢。 

12/19/2007 7:11:11 PM  本文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7/12/19/n1947625.htm 



虎尾郡守官邸改裝變身 雲林故事館開館 

更新日期:2007/12/19 17:38  

（中央社記者葉子綱雲林縣十九日電）建成於 1931 年日治時期的虎尾郡守官邸，整修改裝為雲

林故事館，今天開館，地方及文化等各界與會剪綵，黃春明等多位知名作家為小朋友說故事等，

現場洋溢童言歡笑，縣長蘇治芬表示，希望雲林故事館透過口述、圖畫、戲劇等，呈現多元文化

活動，增添快樂童年記憶。 

位在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的虎尾郡守官邸，隔街對望改為雲林布袋戲館的虎尾郡役所與藝文展演

場地的合同廳舍，這三棟建築都建成於同年，走過近八十年歲月，搖身一變為藝文場所，為地方

增添藝文活動空間，今天的開館，邀請黃春明、簡上仁、徐永康等知名藝文人士參加，增添藝文

氣息。 

虎尾郡守官邸於 1945 年台灣光復後，改為雲林地方法院院長宿舍，2001 年登錄為雲林縣歷史建

築，繼虎尾郡役所改裝為雲林布袋戲館之後，去年八月完成整修，同年十一月在雲林國際偶戲節

首度公開亮相，與布袋戲館同為雲林歷史建築再利用的典範，吸引慕名而來的文史工作者等各界

參觀。 

縣府文化局指出，雲林故事館提供在地創作藝術與生命力結合的平台，收藏、展覽、演出、創作

在地故事，永續故事文化生命力，這些故事可以是書籍、戲劇、生活點滴分享、社區成果等，多

元故事面貌，將襯托古樸建築更散發出清幽，每週二到週日開放，相關訊息歡迎上網文化局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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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網站留言討論 

 訪客留言篇 

發表人 內容 

Amy  

 

 

發表時間: 

2008-01-21  

標題：第一次參加故事館活動，太棒了 

週日是我第一次參加雲林故事館活動，我覺得真是太棒了． 

 

雖然我是個大人，但我的心底也住著一個小小孩，在故事館讓自己像小

孩般，聽故事，吹吹風，彩繪燈龍，真是太棒了． 

 

而聽故事人分享他們的故事，看到她們眼底閃過夢想的波光，感受到熱

情無限． 

 

孩子們在故事館裡，也有自己的事做，玩沙子、看書、玩毛巾偶...... 

 

故事館，真的太棒了！ 

 

發表人 內容 

姿惠  

 

 

發表時間: 

2008-02-12  

標題：第一次參觀雲林故事館 

您好，這個年假有幸到雲林去走一趟， 

也意外發現雲林有好多舊建築新用的寶藏！ 

 

傍晚時分和秀香小姐聊了很多， 

能遇見對台灣文化有這般熱情的秀香， 

真是覺淂台灣其實還是很有希望的！ 

其實不論專不專業，只要有一份心力這樣就很足夠了！ 

 

我目前就讀台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 

或許學藝不精， 

但如果有需要幫忙的， 

也可以寫信和我聯絡喔！ 

 

雲林故事館真的是一個好地方！ 

 

發表人 內容 



許立昌  

 

 

發表時間: 

2008-02-15  

標題：我與雲林故事館的故事 

雲林故事館主體部分大約創建於日治時代大正 9 年至 12 年(1920~1923)之

間，最早是虎尾郡役所的官舍，做為郡守官邸使用，光復後改為區公所

區長宿舍。45 年 4 月台灣嘉義地方法院雲林庭成立後，移作庭長宿舍。

53 年 7 月 1 日台灣雲林地方法院成立後，改做院長公館。 

 

     56 年，我從楊子初中畢業到法院當臨時工友，工作的關係偶爾會到院長

公館，都是由側門進出，64 年 11 月退伍後仍回到留職的法院工作。65 年

8 月獲吳治院長提拔晉升雇員，65 年 10 月吳院長奉調台灣屏東地方法院，

我第一次以賓客身份從大門進入，在客廳坐了許久向院長表示感激之

意，也聆聽院長對我的訓勉。而後因為經辦財產管理的關係，一年之中

也有好幾次到院長公館。後來升任書記官，81 年 1 月陳丁坤院長到任時，

被派在總務科擔任庶務工作，期間半年曾親手經辦招商維修院長公館內

部。 

 

     因住在虎尾西安里，上下班到法院有兩條路線，我大都經由林森路到院

長公館再轉公安路到明正路，所以院長公館是我很熟悉的地方，寬大的

日式房舍，庭院深深，樹好大好高，金黃色的芒果纍纍成串，上下班時

就常看到院長黑色的大轎車停在大門口好氣派，有時湊巧遇到院長上車

或下車，與他打招呼。細數住過這裡的院長有褚劍鴻、王瑞林、吳治、

賴珠隆、孫嘉祿、丁道生、吳天惠、王玉成、謝在全(現任司法院副院長)、

陳丁坤、沈守敬(現任司法研習所所長)、葉百修(現任最高行政法院法官兼

書記官長)，其中王玉成、謝在全、葉百修都是令我敬重懷念的。 

 

    院長公館於 87 年初歸還縣政府，92 年間雲科大劉詮芝教授做「歷史建築

虎尾郡守官邸與合同廳舍調查研究計畫」，我很榮幸參與其中擔任地方

文史的顧問，多次回到這裡勘查。95 年 6 月文化局與故事人協會又和我

接觸(當時我擔任雲林縣台語文研究會總幹事)，商談規劃部分空間可用來

「用台語說咱的故事」的一些希望、要領和做法，後來我暫時離開台語

文研究學會，事後是否有進一步的結果不得而知。 

 

    如今院長公館整修已煥然一新，且不失原本樸素幽雅的風貌，十分可喜。

96 年 12 月 19 日這棟歷史建築物掛牌「雲林故事館」正式啟用，22 日晚

上我再來這裡參加音樂會，坐在客廳靠窗的地方，凝視這棟頗為熟悉的

房舍，回想過去與此有關的點點滴滴，隱然感受到它的熱情呼喚，我也

衷心期盼它的再生與活化，永遠陪伴著這塊土地的人們。尤其是，能夠

啟發一代又一代的學子，使他們成為有德有能的謙謙君子！(2007．12．



22) 

 

發表人 內容 

LOVE  

 

 

發表時間: 

2008-02-25  

標題：用心才看得見,用愛才聽得見的音樂會 

2/16 的喜願音樂會--尤榮坤先生,我在音樂會開始前一直以為他是那種彈

著拿卡西的視障者,怎麼音樂響起,搭配著故事館古樸的木牆,濃蔭的樹林,

蔚藍的天空,感情充沛的歌聲,後座女士的唱和,氛圍竟變成如歌詞一般寫

真~~阮若打開心內的門,就會看見..... 

 

我猛然驚覺尤先生像是個活生生的示範者--示範著如何打開心內的門窗,

真的用心去看,用愛去聽,用歷練去唱出生命的一位:活在現在及選擇轉念

後會活得更好的示範者! 

 

我不禁檢查起自己來:這幾十年來我一直用眼取代用心去看去感受,難怪

事情常不是我看到的表面那樣;以此類推~耳朵的感受也是如此被轉化成

我的情緒反應,難怪我常聽不到別人那番話背後的涵義,而如此用五官卻

不用心的活,也就難怪我以往的歷練會一不小心就變成歹戲拖棚的八點檔

連續劇.....然後再來覺得自己像個急著想逃離精神病院的患者~ 

 

原來,我應該向尤先生一般打開心內的門窗,我回家後真的試著不用眼,耳

感受,把嘴唇暫停於微笑姿態,後來連大腦也停止批判了,就只是欣賞著我

喜歡的,聽到了我不認同的,但我可以選擇不反應並與狀況同在,微微地笑

著這一切所發生的實驗劇--居然有那麼多的美好值得我去學習~ 

 

這感恩的悸動提醒我:要像尤先生,喜願麵包總兼施先生,故事館唐老師,所

有不求回報的志工們一樣~用心去看,用愛去聽,用力地活在現在,還有不開

心時,記得轉念--"我可以重新選擇"喔! 

 

這些天,我的感動在心裏怎麼就像尤先生"丟丟哃"的火車聲一樣,分六段還

越來越快,再也停不住了!不過倒是寫出來就舒服了,您也聽了 2/16 的喜願

音樂會了嗎?要不要說說您的懷念~望春風,妻後....(虎尾好像從來沒有露天

音樂會耶~而且感人之餘還免費ㄟ!聽說尤先生從基隆這麼遠來唱歌給我

們聽,如果我想問他"何日君再來"會不會太貪心了?) 

 

 志工參與篇 



發表人 內容 

小草  

 

 

發表時間: 

2008-02-15  

標題：志工日記一則 

志工日記一則 2007.12.29 

    昨天真是讓我好驕傲，所以趕著透早五點鐘先生、孩子還在睡夢中時快

快記錄我的愉悅興奮的心情與大伙分享。 

   原以為帶故事館導覽的工作秀香來即可搞定，但當一批一批的人來時，

在館舍的另一位志工--我，就不能冷落後到的參訪民眾了，就硬著頭皮試

一試了。 

   當我介紹毛巾偶是設計給新移民（施明煌老師提醒我們用詞謹慎及對人

的尊重）媽媽學習，除了讓她們學得一技之長之外，完成的作品不僅可

用來與孩子作親子間的互動說說故事，為來有可能還可能成為商品販

售，不僅讓本土毛巾更多元化促銷，也讓新移民媽媽融入、貼近你我及

大伙的生活環境，媽媽帶自己孩子說故事，也開啟了孩子閱讀的窗口。

有位在專科學校任教的老師聽了後，想讓他們的大孩子來做市場調查與

行銷策略報告的念頭，讓學校所學的理論能應用在實際生活當中，協助

社區文化或週邊商品的推廣。 

    我說帶孩子來這兒聽故事，是一種至高無尚的天倫親子享受，孩子可窩

在父母親溫暖的懷抱裡，享受天馬行空、穿梭古今時空、情節高潮迭起

幻化無常的情境裡，坐累了也可趴著、躺著聽，真是超人性貴族般的恩

寵，「聽了後，我已在想像那種自在的情景了」一位男老師如是說。孩

子更可由故事的延伸啟思、架構去做思考、判斷、討論，發表自己的意

見，也尊重別人不同的聲音，讓大家的視野、胸襟更寬廣。  

    還有一位上了年紀的退休女主任，第一次由其日語班學生的太太陪同來

參訪故事館，我有幸在旁邊聽其細訴這邊過往景像及其擦身而過的因

緣，一路陪同進館內走走、看看、說說，在書齋室看了老建築的照片就

坐下侃侃而談，她的先生早年也拍下了很珍貴照片，其做事情嚴謹的生

活態度，幾位在場的人靜靜坐在一旁聽著老人家講述著，這影像一直縈

繞在我腦海裡，每每想起那種幸福的滋味猶然升起。更感動的是老人家

回去後又特地送來了五本她和先生精心編排日文版早期虎尾的紀事。這

時還上演一段師生相認的小插曲喔！ 

ㄟ！老老故事館不僅有老故事、新故事、口述、已編印成冊的，現在還

有現在進行式的故事在發生、在發酵，讓我更相信在當志工的當下，不

僅有機會服務別人，自己獲得更多的寶貴資訊與學習每個人內在的素養

與精神。 

為提供更專業詳實的服務精神，唐麗芳老師特地開了一門由施明煌老師

主講的「志工服務的倫理與精神」的培訓課程，讓我對志工的角色，有



更深入的認識，日後再跟大家分享。 

~小草~ 

 

發表人 內容 

李怡  

 

 

發表時間: 

2008-02-18  

標題：主婦日記 

最記得那一天的下午自己提著一包柳丁,得意地問老公,"你知道這一袋有

多便宜嗎?"那位先生敷衍的模樣,我還記得! 

這也不能怪他,他已回答無數次諸如此類的問題,一開始他回答的模樣還

挺認真的,我回到廚房看看自己,婚姻改變了我的生命,它豐富我的家庭經

歷,但我不能僅是如此!我在那一天的下午思索,我在先生的眼神中知道,我

需要將自己重新定位! 

我需要一些不同! 

我利用孩子去上學時的空檔,去當志工,在安排的課程中思考自己,想著孩

子教育,文化傳承,自我教育,我踏出一小步,卻也將自己的思續做一大步的

延伸! 

虎尾有個故事館,它有八十幾年的歷史,我坐在日式的榻榻米上課,不時傳

來檜木的香氣...我的思緒在每次的課程中翻騰,我是故事館的志工!我有好

多的故事想說,怕你太早離開,留著下次再說! 

 

發表人 內容 

寶妹  

 

 

發表時間: 

2008-02-22  

標題：提著燈籠踩街去 

今天是元宵節,跟著故事館的伙伴們到虎尾街上踩街! 

實際上我們昨天已實習一次了,昨晚的同伴們,有詩人'阿公'志工'老師'工作

人員'孩子'爸爸'媽媽'叔叔'阿姨.....還有一輪皎潔的明月同行! 

很浪漫的一個夜晚,我熟悉的虎尾街道變得詩意了起來! 

我們沿路歌唱'猜燈謎,還提著頗具古意的燈籠.....開心的不只是孩子,大家

的臉上都充滿了笑意!這一夜大家有緣相聚在這虎尾,我的內心有感動和

感激! 

昨天聽了好多故事,印象最深的是阿公的故事,原來有三元節啊!元宵節是

上元節,還有中元和下元. 

知道為什麼要提燈籠,要吃元宵,要猜燈謎嗎?想知道這許多的原由和故事

嗎?來故事館,我們說給你聽! 

2/21-臥虎藏龍的虎尾鎮 

今天也和大家一起從故事館出發,提著燈籠去踩街,有一些奇遇,一定要和



大家分享! 

中山路上有一間將近 100 年的漁具店,裡頭有一個好會說故事的廖老師,我

每天幾乎都會經過的老店,從今夜起我對你另眼相看,我激賞你! 

德興宮附近有一個修鞋達人,我遇見他才深刻體悟到行行出狀元的道理!

鞋墊是如何符合人體工學!鞋子愈穿愈鬆有沒有什麼一勞 永逸的辦

法?...........他說的故事也挺精彩! 

唐老師邀請他們有空來故事館說故事,我也想邀請大家一起來,來聽故事

來說故事,來享受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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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鞋 30 年 林水和足下見真情 

 

【聯合報╱記者蔡維斌／虎尾報導】 2008.11.10 02:56 am 
 

  

每雙鞋子都有一個故事，虎

尾鎮「醫鞋達人」林水和應

邀到故事館講「鞋的故事」，

他說，包括耐吉草創之初的

板模他都參與過，他也取得

國內第一批甲級製鞋證照，

鞋子故事等於他的人生。  

47 歲林水和在虎尾德興路

市場附近修鞋，他 14 歲當

學徒製鞋，手工打模縫鞋，

還鑽研鞋的「力學」，告訴

人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鞋

子，不論運動鞋、休閒鞋或

高跟鞋，他都能說出鞋子的結構與人體關係。  

他說，每雙鞋子的高度、造型都經過設計，很多人買鞋不得要領，白花錢又「討皮

痛」，他待過小鞋廠與大公司，最後回歸修鞋本業，「我和鞋子度過大半生」。  

回憶數十年修鞋歷程，他說，曾有一位媽媽找了七、八位鞋匠，希望能幫她修補兒

子的小鞋，但因手工麻煩沒人要修，最後找到他。「我兒子已 23 歲，這是兒子未出

生前，和老公在英國幫他買回來的人生第一雙鞋，無論花多少錢，希望能修好這雙

鞋」。  

看到這位媽媽如此真誠，接下這雙沒有鞋底的小鞋，「好吧，我來修」。幾天後，

一雙晶亮如新的小鞋放在修鞋檯上，人見人愛，很多人出高價想買，但他說「只看

不賣」。這位媽媽取鞋時，看到孩子的「小足」當場落淚，林水和很感動，不收錢，

但這位媽媽堅持給 500 元還直道謝。  

 

林水和 40 年的修鞋生涯，看盡台灣的足下世界。 

記者蔡維斌／攝影 



還有一對老夫妻，帶著結婚時的新娘「定情鞋」來修補。一位老教授也送來一雙破

鞋，說是他出國留學，阿公買給他的，阿公已逝，鞋子是唯一的懷念。一雙鞋一個

故事，讓林水和在鞋的世界裡看透人生。  

【2008/11/10 聯合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