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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3樓新書展示區辦理「琴挑 Art」主題書展（6.1~6.27）。
於親子資料中心2樓與與臺北市立圖書館合作展出「2009年度最佳「好書大家讀」
少年兒童讀物書展」，展出90冊圖書（6.1~6.30）。
於 B1樂學室舉辦週三「角落遇到書」聽故事時間7場（6.2、6.9、6.23、6.30）。
於4F雙和藝廊舉辦「中和市藝文推動小組國畫實驗班學員作品展」（6.2~6.15）。
於1樓簡報室辦理主題電影院「藝想天開之『音樂』影展」影片欣賞，共4場次
（6.3、6.10、6.17、6.24）。
越南胡志明市科學圖書館副館長及館員，由國家圖書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館員陪同參
觀本館裝訂室。
於1樓簡報室與台灣女性影像學會合辦「Women’s Talk 查某人作伙來看電影」女讀
影會活動，計2場次（6.5、6.12）。
於B1樂學室舉辦單週六「繪本童書園」聽故事時間2場（6.2、6.19）。
於 B1樂學室與財團法人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合辦「2010 BOOK TALK 愛閱派－國
小中高年級閱讀」：小象帕兒，由徐淑委老師帶領。
舉辦99年員工自強活動，前往陽明山國家公園踏青。
於 B1樂學室舉辦雙週五「非聽 BOOK」聽故事時間4場（6.11、6.15）。
於1樓簡報室辦理兒童影片欣賞「琴之森」。
辦理第46場「臺灣學系列講座」，由國立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助理教授洪致文老師主
講：「不沈的航空母艦：二戰時期的臺灣飛行場」，共94人參加。
於1樓簡報室辦理假日電影院「初夏 ♥ ㄊㄞˊ風」影片欣賞，共2場次（ 6.13、
6.27）。
北市南湖高中師生一行31人來館參觀。
於視障資料中心與中華民國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合作辦理視障電腦教育訓練課程：
「視障 e 化生活學園 NVDA 應用班」。
於本館雙和藝廊舉辦「江正誠詩書畫展」（6.18~6.30）。
辦理終身學習系列講座，邀請靜宜大學講師李欣倫演講：「凝視內心的風景」。
台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資源中心館員及志工一行43人來館參訪。
於視障資料中心與中華民國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合作辦理視障電腦教育訓練課程：
「視障 e 化生活學園 JAWS 網路應用班」。
辦理「圖書維護專題講座」，由國立臺灣文學館羅鴻文研究助理主講，講題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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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材質發展歷史與保護概論」，參與人數共計38名。
於 B1樂學室與財團法人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合辦「悅讀閱廣-親子愛閱系列」：
音樂的閱讀，由賴淑芳主講。
於1樓簡報室辦理第二季志工教育訓練，邀請陳辭修老師主講「服務共識 y 贏」，
計有59位志工參與。
於 B1樂學室舉辦「閱讀起步走－貝比爸媽閱讀講堂」第4場，以家有3歲以下嬰幼兒
之家長為參加對象，發出14份閱讀禮袋（閱讀禮袋內含：2童書1父母手冊1閱讀書
單）。
舉辦第82次擴大館務會報。
永和國小師生一行31人來館參觀。
台北縣立圖書館館員一行3人來館參訪。
秀朗國小師生一行30人來館參觀。
 於1樓簡報室辦理主題電影院「與世界文學的美麗相遇」影片欣賞，共5場次
（7.1、7.8、7.15、7.22、7.29）。
 與臺北市立圖書館、臺北縣立圖書館合作辦理百花齊Fun樂一夏「閱讀手冊」活
動，發送1500本暑期閱讀活動手冊（7.1~8.31）。
於親子資料中心2樓展出「百花齊Fun樂一夏『花博、生態』主題書展」，展出23
冊圖書（7.1~8.31）。
於親子2樓展出「中國時報開卷2010啟蒙假期－給孩子的20本暑假閱讀」書展，展
出24冊圖書（7.1~8.31）。
舉辦99年度優秀館員選拔活動（7.1~7.31）。
 於 B1樂學室舉辦「『英閱花園』英語繪本導讀」3場次，共88人報名（7.3、
7.17、7.31）。
於B1樂學室舉辦「『英閱花園』英語說故事時間」3場次，共281人參加（7.3、

7.17、7.31）。
於1樓簡報室與公共電視合辦「2010假日電影院」影片欣賞，計4場次（7.3、7.11、
7.18、7.26）。
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合作辦理「圖書館資訊學基礎研習班」，共有學員33位參加
（7.5~7.9）。
於3樓新書展示區辦理「遇上馬克吐溫」主題書展（7.6~ 8.1）。
 暑假每週二、週五於1樓簡報室辦理暑假影片欣賞「遇見馬克吐溫－『湯姆歷險
記』」卡通動畫8場（7.6~7.31）。
於4F雙和藝廊舉辦「雙和人展」(7.6~7.25) 。
與永和社區大學於一樓大廳合辦「穿梭時空話潭墘特展」（7.7～9.30）。
於B1樂學室舉辦週三「故事童樂會」聽故事時間7場，共461人參加（7.7、7.14、
7.2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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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2010與作家有約導讀系列－－四季閱讀‧坐擁幸福」，邀請陽明大學生化
所徐明達教授，導讀《廚房裡的祕密－飲食的科學及文化》。
於1樓簡報室辦理兒童影片欣賞「海之傳說－媽祖」。
 辦理第47場「臺灣學系列講座」，由國立臺東大學區域研究所教授夏黎明老師主
講：「放逐孤島的他者：蘭嶼、農場、管訓隊」，共83人參加。
黃館長出席教育部第21次部屬機構首長會議。
 於 B1樂學室辦理「快樂網路世界－認識繪本電子書」，介紹電子書：親親文化
Little Kiss 電子書、小魯電子書－兒童小說＆少年文庫，共52人參加。
於一樓簡報室舉辦「電子資源推廣課程」4場（7.14、7.21、7.28、8.4）。
 於視障資料中心辦理99年視障者終身學習「部落格網路應用班(一)」（7.14、
7.15）。
金檔獎評審委員參訪本館檔案室、裝訂室及善本室。
於 B1文化走廊辦理「全國好書交換日」好書交換活動。
 派閱覽組李淑華幹事前往世新大學，參加2010中國圖書館學會「影音多媒體與推
廣實務研習班」（7.19~7.23）。
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合作辦理「法制與圖書館經營研習班」，共有30位學員參加
（7.19~7.23）。
 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合作於 B1樂學室辦理「快樂網路世界－認識繪本電子
書」，介紹電子書：格林動感繪
本、長晉電子繪本。
 於視障 資料 中心辦 理99年 視障者 終身學 習「 部落格 網路 應用班  」 （ 7.21、
7.22）。
辦理「開創視障者無障 EYE 數位多元就業機會」視障志工研習課程。
辦理終身學習系列講座，邀請資深媒體人張國立演講：「旅行與人生，一樣魔幻」。
於 B1樂學室舉辦「閱讀起步走－貝比爸媽閱讀講堂」第5場，以家有3歲以下嬰幼兒
之家長為參加對象，並發送閱讀禮袋。
於二樓新書展示區辦理「第二屆國家出版獎」優良政府出版品書展（7.27~8.29）。
柑園國民中學一行101人來館參觀。
於B1國際會議通與教育部合辦99年度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辦理臨時人員進用及運
用說明會。
於 B1樂學室辦理「快樂網路世界－認識繪本電子書」，介紹電子書：Era 兒童互動電
子書、Tumble book Library。
舉辦凝視孩子心靈的畫家─岩崎知弘開幕儀式暨記者會；下午舉辦岩崎知弘講座，
「凝視孩子心靈的畫家─岩崎知弘」及岩崎知弘座談會，「日本／岩崎知弘／台灣」
（7.31~9.12）。
辦理99年度本館讀者意見問卷調查（8.1~8.15）。
期刊室辦理99年度中外文期刊與報紙使用情形問卷調查（8.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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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3樓新書展示區辦理「阮ㄟ阿公阿嬤」主題書展（8.3~8.29）。
於親子資料中心2樓展出「日本插畫與繪本」書展，展出20冊圖書（8.3~8.31）。
 暑假每週二、週五於1樓簡報室辦理暑假影片欣賞「遇見馬克吐溫－『湯姆歷險
記』」卡通動畫2場（8.3、8.6）。
於 B1樂學室辦理「善用電子資料庫～教你做出一篇ㄅㄛ棒的作業！」，介紹【國
語文科】電子資料庫：中文百科大辭典、遠流臺灣話大辭典、臺灣古蹟學習知識
庫、線上臺灣歷史辭典，共36人參加。
於B1樂學室舉辦週三「故事童樂會」聽故事時間5場，共319人參加（8.4、8.11、
8.25）。
於1樓簡報室辦理阿公阿嬤電影院「樂活熟年影展」影片欣賞，共4場次（6.3、
6.10、6.17、6.24）。
 於 B1樂 學 室 舉 辦 單週 六 「 繪 本童 書 園 」 戲劇 時 間 2場 ， 共 275 人 參 加 （ 8.7、
8.21）。
於6樓臺灣學研究中心展出「蓊鬱山林‧熱帶南國─館藏日治時期林業類書展」

（8.7~10.31）。
於5樓特展室舉辦「臺灣圖書醫院裝訂室搬遷啟用」暨館慶系列活動開幕典禮。
配合臺灣圖書醫院裝訂室開放參觀導覽，辦理「巧手展藝趣」手工紙裱褙活動，兩
場次共42人參加。
於5樓特展室辦理「重修舊好—圖書修護成果特展」（8.7～12.31）。
於 B1國際會議廳辦理假日電影院「夏。日。韓。風」影片欣賞，共2場次（8.8、
8.22）。
於 B1國際會議廳與教育部合辦99年教育部與部屬機關學校優秀教育人員及公務人員
頒獎典禮。
暑假每週二、週五於1樓簡報室辦理暑假影片欣賞「笑笑羊」卡通動畫5場
（8.10~8.24）。
於 B1樂學室辦理「善用電子資料庫～教你做出一篇ㄅㄛ棒的作業！」，介紹「自然
科」電子資料庫：昆蟲圖鑑、臺灣生態筆記。
與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國立臺東大學幼兒教育學
系及兒童文學研究所於 B1國際會議廳共同舉辦「孩童心靈‧地球公民」國際研討會
（8.12~8.13）。
於1樓簡報室辦理兒童影片欣賞「芭比呈獻花仙子」。
 辦理「2010與作家有約導讀系列─四季閱讀‧坐擁幸福」，邀請齊柏林先生，導
讀《從空中看臺灣》。
辦理終身學習系列講座，邀請臺灣大學天文物理研究所教授孫維新演講：「墾丁星
空下的科學教育」。
於 4F 雙和藝廊辦理凝視孩子心靈的畫家─岩崎知弘展講座(一)，由蘇荷美術館館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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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鈴主講，講題：「藝術中的孩子─當藝術大師遇見兒童」
。
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合作辦理「99年圖書醫生培訓班」課程，共計41位學員參
加，內含香港 4位圖書館專業人員參加培訓班課程（8.16~8.20）。
舉辦99年度親子日活動：參訪科教館「巧克力奇幻世界」。
於一樓簡報室舉辦「第二屆國家出版獎得獎作品－不褪的光澤：臺灣原住民服飾圖
錄」導讀活動。
辦理終身學習系列講座，邀請薩克斯風演奏家董舜文演講：「一起瘋爵士－夏日爵
士音樂派對」。
辦理第48場「臺灣學系列講座」，由淡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吳明勇老師主講：「殖
民者的盆栽：臺灣近代山林的整編與愛林文化的形成」，共81人參加。
辦理「理念與願景：當前國家政策研習會」訓練（8.23~8.26）。
於 B1樂學室辦理「阿公阿嬤旅遊趣」—數位相機使用技巧專題講座
於 B1樂學室辦理「善用電子資料庫～教你做出一篇ㄅㄛ棒的作業！」，介紹「社會
科」電子資料庫：臺灣尋根網、臺灣當代人物誌。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帶領第八屆海峽兩岸中小學兒童圖書館館員一行19人來館參訪。
於 B1樂學室與財團法人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合辦「悅讀閱廣-親子愛閱系列」：
腦袋也有青春期講座，由王秀園主講。
於 4F 雙和藝廊辦理凝視孩子心靈的畫家─岩崎知弘展講座，由資深圖畫作家曹
俊彥主講，講題：「兒童畫‧話兒童」。
。
講題：「兒童畫‧話兒童」曹俊彥主講（資深圖畫作家）
於 B1樂學室舉辦「閱讀起步走－貝比爸媽閱讀講堂」第6場，以家有3歲以下嬰幼
兒之家長為參加對象，發出23份閱讀禮袋。
於4F雙合藝廊配合「祖父母節：搭起世代傳承情」，於1樓簡報室辦理上下午各1
場影片欣賞「Kuso小紅帽」。
利用休館日舉辦本館第83次擴大館務會報暨99年度第2次慶生會。
於 B1樂學室辦理「阿公阿嬤旅遊趣」—臺灣山岳古道遊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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