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圖書館 

「睛點．享讀」閱讀系列講座活動簡章 

一、活動目的 

為推廣無障礙閱讀，並吸引更多人關注及瞭解身心障礙議題，特別精選主題圖書，邀

請作者或與議題相關的學者專家，蒞館與讀者面對面分享書籍內容，藉由近距離的對

話與互動，帶您認識視障朋友的第二雙眼睛-導盲犬；聽聽臺灣第一個聽障女子籃球隊

的故事；並瞭解時下最夯的「音樂治療」；跟著講師坐著輪椅去看遍世界的美好；還

有體驗講師每個剎不住的狂想人生階段。邀您一同進入閱讀的美好世界，感受精采不

凡的生活經驗。 

二、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圖書館 

合辦單位：臺中市立圖書館、高雄市立圖書館新興分館、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聯合線上股份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惠光導盲犬教育基金會 

三、參加對象 

  一般民眾自由參加 (北區第 1 場次「書的美食記憶之旅」公園走讀活動及北區第 3 場次

講座，僅限視障者及陪同者共 30 名參加)。 

四、活動資訊與地點 

場次 時間 主題 講師 地點 

北區 1 

4/8 (星期六) 

13:00-14:30 

「書的美食記憶之旅」 

名家美食講座  

作家 

劉克襄老師 

國立臺灣圖書館 B1樂學室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 85號)  

4/8 (星期六) 

14:30-16:00 

*「書的美食記憶之旅」 

公園走讀 

講師 

陳月世老師 

823公園(櫻花庭廣場、靜思長廊及

欖仁園區) 

北區 2 
5/13 (星期六) 

14:00-16:00 
再見，Ohara 

作者  

陳芸英老師 

國立臺灣圖書館 B1樂學室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 85號)  

北區 3 
6/17 (星期六) 

13:00-15:30 

*「書的美食記憶之旅」 

「美食成真」作家料理

分享會 

作家 

陳念萱老師 

823公園(欖仁園區或樂山區、創意

廣場) 視活動當天氣候擇選場地 

北區 4 
7/8 (星期六) 

14:00-16:00 

菜鳥，快飛：臺灣聽障

女籃的故事 

書籍總編 

劉凡真老師 

國立臺灣圖書館 4樓 4045教室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 85號) 

北區 5 
8/19 (星期六) 

14:00-16:00 

101公分的輪轉世界：乘

著輪椅看遍世界的美好 

作者  

李妙紅老師 

國立臺灣圖書館 B1樂學室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 85號) 

北區 6 
9/9 (星期六) 

14:00-16:00 
「音樂治療-弦外之音」 

音樂治療師 

洪進麗老師 

國立臺灣圖書館 4樓 4045教室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 85號) 



*註 1：北區 1「書的美食記憶之旅」公園走讀-限視障者與陪同者共 30 名參加  

(需事先報名，請電洽：02-86925588分機 6083 蔡小姐或分機 6209葉小姐) 

*註 2：北區 3「書的美食記憶之旅」-「美食成真」作家料理分享會-限視障者與陪同者共

30 名參加 (名單將由參與 4/24~5/24「作家的餐桌：最愛料理」網路票選活動讀者中

選出，詳細資訊請參閱活動網站：http://reading.udn.com/act/20170315/) 

 

五、服務資訊： 

（一）北區場次活動場地已鋪設聽障感應線圈，聽障朋友請將助聽器之 T 功能打開即

可利用。 

（二）北區及中區場次提供聽障朋友申請手語翻譯或同步聽打服務（每場擇一申請），

請填寫下方「服務需求表」並於活動前 15 日告知。 

（三）肢體障礙者、視覺障礙者團體報名 

配合肢體障礙者、視覺障礙者 3 人以上之團體報名需求，本館提供單一定點

租車接送。北區場次（限大臺北地區）、中區場次（限臺中市內）、南區場次

（限高雄市內），請參考下列團體報名方式： 

1. 報名日期：請於活動前 15 日告知。 

2. 傳真報名：請填妥下方報名表資訊後傳真至 02-29263253。 

3. 電話報名：02-29266888 分機 2113 臧小姐。 

4. 活動洽詢： 

北區場次：02-29266888 轉 2113（國立臺灣圖書館 臧小姐）  

中區場次：04-24225101 轉 507（臺中市立圖書館 曾先生） 

南區場次：07-2372563（高雄市立圖書館新興分館 鍾小姐）  

注意事項：團體報名須傳真、郵寄或 EMAIL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影本 1 份俾

憑辦理。 

  

北區 7 
10/28 (星期六) 

14:00-16:00  

極速 13km，剎不住的狂

想人生 

作者 

唐峰正老師 

國立臺灣圖書館 4樓 4045教室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 85號) 

中區 
8/26 (星期六) 

14:00-16:00 
人生瞎半場 

作者  

賴淑蘭老師   

臺中市立圖書館大里分館 

2樓會議室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 163號) 

南區 
10/21 (星期六) 

14:00-16:00 
導盲犬留日，行不行？ 

作者  

辜進心老師 

高雄市立圖書館新興分館 

3 樓盲人閱覽室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34號) 

http://reading.udn.com/act/20170315/


國立臺灣圖書館「睛點．享讀」閱讀系列講座 服務申請表 

場次 北區場次 - 日期              中區場次(8/26)         

姓名  電話  E-mail  

需求服務 手語翻譯服務  同步聽打服務  其他         

（無法填寫者，可由館員代填。電話：02-29266888 分機 2113） 

 

國立臺灣圖書館「睛點．享讀」閱讀系列講座 團體報名表 

場次 北區場次 - 日期           中區場次(8/26)   南區場次(10/21)  

聯絡人  電話  

E-mail  接送點  

報名人數 姓 名 身 分 性別 

1   視障者 肢障者 女 男 

2   視障者 肢障者 女 男 

3   視障者 肢障者 陪同者 女 男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影本黏貼處 

 

國立臺灣圖書館個人資料蒐集聲明 

國立臺灣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因辦理活動報名業務之需，必須取得您的個人資料，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第 1項之規定，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必須進行法定告知義務。 

1.蒐集目的：本館因辦理活動報名業務之需，為利於活動通知及聯繫，必須取得您的個人資料。 

2.個人資料類別：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本館將妥善保管與維護，並僅限於活動相關之個人身分識別及統計之用。 

3.個人資料利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您的個人資料僅供本館於中華民國領域，在前述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

內，以合理方式利用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4.當事人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您可向本館主張就提供的資料依個人資料行使以

下權利： 

(1) 查詢或請求閱覽。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5) 請求刪除。 

5.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不提供將對其權益之影響。 

(1) 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本館您的個人資料，惟若不提供、提供後請求刪除或停止處理、利用而經本館核准，

本館將無法進行活動報名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 

(2) 請提供您本人正確完整的個人資料，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請主動向本館申請更正。若您提供錯誤、

過時、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而損及您的相關權益，本館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6.本館得依法令或遵照主管機關、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提供個人資料及相關資料。  



國立臺灣圖書館交通資訊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 85 號）  

 

捷運： 

於捷運中和新蘆線永安市場站下車，到站後出口後右轉，第一條巷子右轉往

前走至路口步行約 5 分鐘可達本館。 

公車： 

中和路站牌 

 臺北客運 橘 2、57 捷運永安市場站 

 欣欣客運 綠 2 左、綠 2 右、895 捷運永安市場站 

 中興巴士 214 (直達車)、950 捷運永安市場站 

 指南客運 897 捷運永安市場站 

 基隆客運 1032 捷運永安市場站 

 新北市新巴士 F513 永安捷運站 

 新北市新巴士 F525、F526 捷運永安市場站 

 雙和醫院免費接駁車 永安市場站 

永貞路站牌 

 臺北客運 橘 2、275 (副) 永安市場站 

 大都會客運 5 永安市場站 

 中興巴士 227、304 (重慶線)、304 (承德線)、950 永安市場站 

 欣欣客運 895 永安市場站 

 指南客運 1505 永安市場站 

中安街站牌 

 大都會客運 5 中安街站 

 

 

 



臺中市立圖書館大里分館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 163號） 

火車： 

 乘火車至臺中站下車，轉乘計程車：計程車約20分鐘。  

 

臺灣高鐵：  

 轉乘計程車：計程車約25-30分鐘。   

 接駁公車：由高鐵臺中站大廳層至1樓客運轉運站，前往公車月臺搭乘：  

一、臺中客運133號公車到吉峰社區，轉臺中客運132號公車到大里圖書館中

興路。  

二、中臺灣客運151號公車到亞大醫院，轉臺中客運108、200延、100、100

副號公車到大里圖書館 (中興路 )。  

 

客運：  

大里圖書館(中興路)站牌 

 統聯客運：50、53 

 臺中客運：100、100副、107、108、132、200、200延、6871、6899 

 總達客運：6322 

 

高速公路：  

 南下：行駛國道 1 號在 174-大雅出口交流道下，左轉環中路一段再進入

臺 74 線，下環中東路六段，左轉中興路一段直走至圖書館即可。  

 北上：行駛國道 1 號前往烏日區，從臺 74 線 1-成功號出口下交流道，

走烏日大橋經環河路二段和環河路一段，右轉中興路一段直走至圖書館即

可。  

 

 

 

 

 

 

 

 

 

 

 

 

 

 

 

 

 

 

http://www.railway.gov.tw/
http://www.thsrc.com.tw/


高雄市立圖書館新興分館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34 號 3 樓） 

機場：  

 從小港機場下飛機後，可搭乘計程車往市區方向，沿中山四路行至中山

二路與中正路口，右轉至中正路，直行至中正三路與錦田路口，即抵達新興

分館  (約35分鐘車程 )。  

火車+公車：  

 248路：行至新興行政中心下車  (約10分鐘抵達 )。  

 36路至復興、中正路口下車，約步行約5分鐘抵達。  

臺灣高鐵：  

 從高鐵站下車後，可搭乘計程車，由高鐵路、翠華路至中華一路，沿中

華一路行至中華三路與中正路口左轉直行至中正三路與錦田路口，新興分館

即在左側  (約30分鐘車程 )。  

捷運：  

 於橘線O6信義國小站（中正三路與錦田路口）下車，新興分館位於信義

國小旁之新興區行政大樓3樓，步行僅約3分鐘。  

高速公路：  

 中山高：於高雄中正交流道下右轉中正路 (中正競擊館 )行經福德二路、

大順三路、民族路至錦田路右側即抵達新興分館  (下交流道後車程約20分

鐘 )。  

 南二高：行駛國道三號經中寮隧道後靠右，依指示轉入國道 10號，沿國

道10號行駛至鼎金系統交流道，由鼎金系統交流道轉入中山高，於中正交流

道下右轉中正路 (中正競擊館 )至錦田路右側即抵達新興分館  (下交流道後

車程約20分鐘 )。  

 省道南下：民族路與仁武鄉交界→民族路往高雄市民族一路，行經菜公

一路至中正二路路口右轉，沿中正路至錦田路口，即抵達新興分館  (約30

分鐘車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