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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層 指 引 及 開 放 時 間
Library Floor Guide and Opening Hours

每週一及國定假日休館 The library is closed on Mondays and National Holidays
樓層 Floor 服務區域 Services 週二-週五 Tue - Fri

9 :00 -  21 :00 9:00 -  17 :00

週六-週日 Sat - Sun

Taiwan Study Research Center (I)、Homeland Education Resource Center
Collections of Taiwan Studies、Duplication of Special Collection Materials

臺灣學研究中心(一)、本土教育資源中心
臺灣學圖書資料區、特藏舊籍複製本區
微縮資料閱覽區

9:00 -  21 :00

週三(Wed)　9:30 - 11:30 自行參觀 Self-guided Visit

週三(Wed) 14:00 - 17:00 預約導覽 Pre-arranged Tour

9 :00 -  17 :00Taiwan Study Research Center( II )、Bound Periodicals of Taiwan Studies
Reference Collections、Special Exhibition Room
Special Collections Reading Room

臺灣學研究中心(二)、臺灣學期刊合訂本區
參考書區、特展室、特藏閱覽區

Taiwan Book Hospital
臺灣圖書醫院

9:00 -  21 :00

9:00 -  21 :00

9:00 -  19 :00

9:00 -  17 :00 未開放  C lose

Circulation Service Desk、Library Card Application、Borrow and Return
Self-Service Holds Pickup、Taiwan Art and Culture Gallery、
Current Periodicals and Newspapers、Computer Station、Senior Zone

流通服務櫃臺、辦證、借還書
預約書自助取書區、臺灣藝文走廊、簡報室
期刊室、資料檢索區、樂齡資源區

如欲前往　　區域，請至閱讀區搭乘8-11號電梯。 If you want to go to　　　areas, Please go to the Library Area and take the elevator No.8 to No.11.

If you want to go to　　　areas, Please go to the Multifunction Area and take the elevator No.5 to No.7.

Parent and Child Information Center
親子資料中心

Breastfeeding Room
哺集乳室

Visual Impairment Information Center
視障資料中心

Multicultural Resources、Multimedia Zone、Audio Visual Collections
Chinese Language Collections for Generalities and Science
Foreign Language Collections、New Arrivals
Group Discussion Room、Computer Classroom

多元文化資源區、影片欣賞區、視聽資料區
中文圖書區0、2-4(總類、科學類)、外文圖書區
新書展示區、多功能討論室、電腦教室

Food Quarter
輕食區 12/01-1/31、4/16-7/15　  7:00-23:00

2/01- 4/15、7/16 -11/30　  8:00-22:00

12/01-1/31、4/16-7/15　  7:00-23:00
2/01- 4/15、7/16 -11/30　  8:00-22:00

Chinese Language Collections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versize Collections、New Arrivals、Teen Zone

中文圖書區1、5-9 (人文、社會科學類)
大本書區、新書展示區、青少年悅讀區

Quiet Study Space、Mobile Device Station
自修室、行動裝置座位區

Citizen's Classroom
市民教室

9:00 -  21 :00

9:00 -   17 :00

9:00 -   21 :00

9:00 -   21 :00

9:00 -   21 :00

9:00 -  17 :00
Bound Periodicals、Monographic Series
期刊合訂本區、叢書區

Shuanghe Gallery、Classroom 4045
雙和藝廊、4045教室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Restaurant
Happy Learning Room、Underground Parking Lot 

國際會議廳、餐廳、樂學室、地下停車場

Underground Parking Lot 
地下停車場

如欲前往　　區域，請至綜合區搭乘5-7號電梯。

6F

5F

4F

3F

2F

1F

B1
B2B3

捷運	中和新蘆線永安市場站下車

公車	 	57、214(直)、綠2、橘2、板橋基隆線在捷運永安站下車(中和路)	227、275、304重慶

線、304承德線、臺北三峽線在永安市場下車	(永貞路)、5在中安街站下車(中安街)

 樓層 服務區域 週二-週五 週六-週日
臺灣學研究中心(一)、本土教育資源中心
臺灣學圖書資料區、特藏舊籍複製本區

微縮資料閱覽區

9:00 - 21:00 9:00 -17:00

臺灣學研究中心(二)、臺灣學期刊合訂本區
參考書區、特展室、特藏閱覽區

9:00 - 21:00 9:00 -17:00

臺灣圖書醫院
週三9:30 - 11:30 自行參觀

週三14:00 - 17:00  預約導覽 

期刊合訂本區、叢書區 9:00 - 21:00 9:00 - 17:00

雙和藝廊、4045教室 9:00 -  17:00

中文圖書區1、5-9 (人文、社會科學類) 9:00 -  21:00

市民教室 9:00 -  21:00

自修室、行動裝置座位區 9:00-21:00

多元文化資源區、影片欣賞區、視聽資料區

中文圖書區0、2-4(總類、科學類)、外文
圖書區

新書展示區、多功能討論室、電腦教室

9:00 -  21:00

輕食區 暫停服務

流通服務櫃臺、辦證、借還書

預約書自助取書區、臺灣藝文走廊、簡報室

期刊室、資料檢索區、樂齡資源區

9:00 - 21:00

哺集乳室 9:00 - 21:00

親子資料中心 9:00 - 19:00

視障資料中心
 9:00 - 17:00(週二~週六)

週日未開放

國際會議廳、餐廳、樂學室、地下停車場

地下停車場

遊藝山水間

禪繞.時尚.IN

龢龢樂樂寫丹青—逸仙書畫學會 110年會員聯展

亂針繪繡，風華再現

日期：09/29～10/17      地點：4F 雙和藝廊（9:00-17:00，週一休館） 

日期：09/29～10/09      地點：1F 臺灣藝文走廊（9:00-21:00，週一休館）  

日期：10/20～10/31      地點：1F 臺灣藝文走廊（9:00-21:00，週一休館）  

日期：10/20～10/31      地點：4F 雙和藝廊（9:00-17:00，週一休館） 

臺北水彩畫會成立於民國100年，會員二十餘人，成員因

共同學習水彩而結緣。這些年來，會員不斷在水彩畫藝上求進

步求突破，除了每週固定結伴戶外寫生，也透過邀請水彩名家

示範講座，共同研討拓展水彩表現的各種可能性。

此次畫展題材多元，有靜物、四季風景、花卉及人物等，

在技法上有寫實表現者，也有帶抽象風味的寫意表現者，展現

多樣的個人風格。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演藝時尚事業管理系舉辦師生聯展，展

出師長及同學們在流行藝術領域之發表作品。現今在藝術設計

領域中流行複合式的結合，故此次展出的藝術設計以海洋意象

線條為元素，延伸出文創設計作品。其中包括繪畫、藝術配

飾、服裝設計、熱塑設計、美寧娃衣、專題跨域創作，歡迎大

家前來參觀。

臺北市逸仙書畫學會前身為逸仙書會，為國父紀念館曹靜

琍老師所帶領的書法班學員所組成，其後又有曹老師天母關懷

站書法班成員，以及志同道合的成員加入，成立迄今已有5年。

本次會員展在雙和區，所以用了兩個「和」，並以古字

「龢龢」表意。所以「龢龢樂樂寫丹青」不僅表彰展覽在雙

和，更表彰了書會和樂的氛圍，以及以書法、國畫為自己、為

大眾留名丹青。

亂針繪繡協會今年風華再現於雙和，臺灣亂針繪繡在陳老

師嗣雪技術研發與獨特美學創新，呈顯屬於臺灣亂針繪繡流派

特色。因疫情期間，繪繡愛好者大都居家學習，趁此展覽機

會，再現繪繡新風貌。

 雙和藝廊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臺灣藝文走廊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次元展開：看進日漫、臺漫的御宅之眼
時間：10/30（六）14：00－16：00                         

地點： 1F 簡報室（若疫情嚴峻，則改採線上視訊會議方式進行）

參加方式： 線上報名

備註： 本講座提供教師研習時數及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認證2小時

時間：10/05～10/31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真實，是最致命的。

真實的故事最令人感動、真實的眼淚最令人心痛。

 報導文學就是在這些真實中，闡述人與人的互動，豐富事件的前因後果，

讓故事中平板的「角色」成為血肉豐富的「人」。

請和我們一起體會這些真實的故事吧！

時間：10/05～10/31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圖文式的虛構想像，總令人心馳神往。在那個自由的次

元國度中，我們藉著故事相會，感受想像不到的生命經驗、

接受來自不同時代的文化洗禮。這段旅程，不只使人的自我

成長茁壯，更讓我們對他人的想像變得多元而包容。

主講：周文鵬(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從日本潑克到臺灣潑克，從武俠盛世到當代ACGN，圖文

式的虛構想像，總令我們浸濡而神往。深深地影響著我們，

也陪伴著我們長大。在這自由的次元國度裡，帶領讀者盡情

感受創作者個人獨特的魅力，參與令人揮灑眼淚、燃燒小宇宙

的光景。以故事之名，在虛實、人我交錯的意識流中恍惚著，

迸發出時代的堅毅生存精神與文化洗禮過後的融合再生，每一

段淬鍊與蛻變，詮釋出自我成長的新生命！

本館特別邀請淡江大學中文系暨中華動漫交流促進會總幹

事-周文鵬老師，帶領讀者以漫畫形式進入宅文化的奧義及精

神，從而瞭解多樣風格的臺灣漫畫御事錄。

報名連結

真實的虛構－報導文學

想像力是我們的超能力：虛/實融合的次元世界-ACGN

 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政府出版品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政府出版品推廣講座                   電話：(02)2926-6888 #2110 盧小姐

：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未滿6歲之兒童不得觀賞，6歲以上12歲未滿之兒童須父母、師長或成年親友

陪伴觀賞！ ：未滿12歲之兒童不得觀賞！ ：未滿15歲之兒童不得觀賞！ ：未滿18歲者不得觀賞！

★ 第一場放映時間13:45開放進場、14:00開始播映。 ★ 第二場放映時間16:15開放進場、16:30開始播映。
★ 詳細入場方式及時間，請詳閱現場公告。本館保有上述使用規定解釋權，若有未盡事宜，依現場公告為準。

《碟戰類影展》主題電影院

★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

10/07(四)
戰狼保鑣

The contractor

墨西哥地區頻繁發生綁票事件, 一件牽扯到龐大商業利益的綁票

案, 隸屬於國際組織的熱血軍官與熟悉當地情勢的探員, 受雇來保

護一個處境危險的男孩, 在生死交關之際, 他們必須追查出事件的

真相並揪出與幕後的操控黑手......

片長97分

[西]

10/14(四)

紅色密令
Red Joan

瓊安是個在郊區安享退休生活的平凡老婦人。某天，英國特勤局
突然上門，並指控她在二戰期間擔任女間諜，甚至透露建造原
子彈的國家機密給敵國俄羅斯。在偵訊過程當中，瓊安回憶起
1930年代的劍橋大學，那時她正和一位來自俄羅斯的帥哥里歐
交往，兩人愛得難分難捨，也讓她因此接觸到共產理念。畢業之
後，她加入「卡文迪許實驗室」研發核彈機密計畫，卻因為看到
原子彈對日本造成的大規模毀滅，而感到十分愧疚。面對戰爭所
帶來的破壞，站在歷史浪頭上的她，究竟該選擇背叛自己的良
心，還是背叛自己的國家......?

片長100 分

[英]

10/21(四)

蘭開斯特戰役
Lancaster skies

1943年, 從大不列顛戰役中生還、失去親弟弟的飛官道格拉斯米
勒, 調職為轟炸機司令, 感到傷心的他, 下定決心要拿下德國的領
空。然而, 原先擔任這職位的人在轟炸機部隊中廣受愛戴, 卻在
出任務時犧牲, 使得新官上任的道格拉斯, 在報復心切的同時, 還
得費盡苦心與新隊員建立關係。他只能努力戰勝心魔, 隊員在多
場的空中交戰犧牲下,他重新佈署戰略, 再次劃破天際取得領空
權, 並成為受人愛戴的指揮官。

片長98分

[英]

10/28(四)

私法對戰
Outlawed

退役的皇家海軍陸戰突擊隊員杰克，「退役不褪色」是他對生活
的宣誓，不失信仰和精神底色，勇於在奮鬥中實現目標任務 ; 青
梅竹馬小潔突然出現，希望找出父親死亡背後的真相，這將他捲
入一連串貪腐與謀殺的秘辛中，他該如何全身而退?

片長103分

[英]

播放場次及時間：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提醒您依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電影聽賞活動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 1F簡報室疫情期間採梅花座(每場35人入場)，放映前30分鐘開放自由入座，入場觀眾總量配合配合最新

防疫政策做滾動式調整，額滿為止

光
播放場次：10/16 (六) 14：00～17：00   地點：1F 簡報室，身心障礙者優先入場

導賞人：黃英雄老師（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美佐子是名為視障朋友製作無障礙電影的口述影像員，在一場電影研習會中遇到

了一名逐漸失去視力的攝影師雅哉，對於電影最後一場戲，美佐子始終找不到最

合適的描述，還受到雅哉的嚴厲批評。無法參透眼前景象的美佐子，以及人生即

將黯淡無光的雅哉，兩人都在找尋屬於自己的答案，尋找「光影」的他們，人生

也從此交會譜出一段美麗的故事。

片長101分鐘 

電話：(02)2926-6888 #3514 陳小姐

書封/畫風：書封設計的斜槓年代

「書封/畫風：書封設計的斜槓年代」展，以

「斜槓」概念帶出國立歷史博物館與本館館藏的交

會。展出歷史博物館藏畫作與本館館藏圖書，分四

大主題：「殖民/現代」、「宣傳/ 藝術」、「東方

/ 西方」與「跨域/鄉土」，與觀眾一同追溯近代臺

灣藝術創作與書封設計的開拓軌跡。 

早在「斜槓」一詞被廣泛使用之前，臺灣因為地理位置和統治政

權的替換，在語言、文化與藝術表現上始終具備多重「斜槓」的特

質，並隨著時間累積成重要的文化特色。

日期：即日起～2025/07/31      地點：中研院Open Museum平臺 

 線上展覽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生命和平．地球永續」環保電影影展
一部環保電影，一堂愛地球課程，我們希望藉由觀賞環保電影，分享永續環

境知識，培育更多 「愛地球行動知識」的種子，並能將愛心、再生之精神，落實

於日常生活習慣之中。我們相信透過善念，一個小行動所引發的蝴蝶效應就能帶

來改變。歡迎大家前來共同參與，用行動改變世界。

10/06（三）哆啦A夢 大雄的金銀島

10/13（三）森林特攻隊：大腳ㄚ家族

10/20（三）飢餓大冒險

活動時間：13：45-17：00 (13：30開始入場 )

活動地點：1F簡報室

活動人數：限額35名，報名者優先入場，報名請掃QR。
   (實際名額將視政府防疫政策調整，請以報名成功通知信為準)

主辦單位：靈鷲山佛教基金會、國立臺灣圖書館

協辦單位：愛‧和平‧地球家(GFLP)、生命和平大學

2021地球影展
這是「地球人的年度大事」！荒野保護協會10年來透過自然生態相關影片，

提倡自然環境保護。地球影展包含映前導讀、影片欣賞及映後討論，歡大家一起

來認識並關心環境，並以行動改變我們的環境。

10/01（五） 〈藍色星球系列二-第三集:珊瑚礁 Coral Reefs〉

10/08（五）〈小白鶴的報恩〉

10/15（五）〈森境太魯閣〉與〈林鵰〉

10/22（五）〈山椒魚〉與〈合歡越嶺〉

10/29（五）〈聖稜樹冠〉與〈黃魚鴞〉

活動時間：14：00-17：00 (13：30開始入場 )

活動地點： 1F簡報室

活動人數： 限額35名，報名者優先入場，報名請掃QR。
 (實際名額將視政府防疫政策調整，請以報名成功通知信為準)

主辦單位： 荒野保護協會、國立臺灣圖書館

2021環保星期三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報名連結

報名連結

環保電影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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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薩琪系列、灰王子等大家熟知的好書，《胡利安是

隻美人魚》、《凱文公主》、《她有兩個爸爸》同樣帶領讀

者跳脫性別的單一角度，看見愛與關懷的重要。在指責與反

對之前，也許我們都可以學習胡利安的奶奶，看見的不是孩

子的是與非，而是創意與勇於嘗試。這可能也是我們慢慢長

大以後，漸漸隱藏起來的珍貴特質。在這個疫情仍舊蔓延的

10月，願大小讀者跟著我們準備的「性別平等」繪本好書，

用愛擁抱彼此、用心包容他人，成為彼此的心靈疫苗、溫暖支持喔!

【性別平等】線上繪本主題書展
日期：10/01～10/31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 2F    

 線上繪本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線上讀書會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電子資源推廣課程                   電話：(02)2926-6888 #4211 吳小姐

《小班做飯糰》   
時間：10/16（六）09：30－11：30   

由繪本作家許增巧老師介紹自己創作的新書-《小班做飯糰》，再帶領親子一起做

手做好吃的飯糰喔!

活動講師：繪本作家許增巧老師

活動平台：Google Meet (報名成功者將於活動前收到會議代碼)

報名方式： 5~12歲小朋友及家長線上報名參加，請留意親子中心官方網站。

兒科醫師的親子共讀育兒小撇步   
時間：10/02（六）10：00－12：00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B1研習教室

講師：許登欽（恩主公醫院小兒科主治醫師、兒科加護病房主任） 

報名方式：掃描QR-CODE報名/25組親子額滿為止。 參加對象：家有0-5歲嬰幼兒家長。 

父母參與幼兒閱讀的關鍵行動   
時間：10/02（六）14：00－16：00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B1研習教室

講師：張淑瓊（親子天下閱讀頻道總監） 

報名方式：掃描QR-CODE報名/25組親子額滿為止。 參加對象：家有3-5歲嬰幼兒家長。 

與0-2歲的孩子共賞共玩繪本   
時間：10/17（日）10：00－12：00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B1研習教室

講師：葉嘉青（臺灣閱讀協會常務理事） 

報名方式：掃描QR-CODE報名/25組親子額滿為止。 參加對象：家有0-2歲嬰幼兒家長。 

臺灣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

 繪本遊戲課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閱讀123～嬰幼兒家長學習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

主講：孫大川（卑南族人、臺灣原住民作家、曾任 監察院副院長） 

《臺灣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是有最多原住民共同參與的圖畫故事書，寫出

原住民生命動力，記錄臺灣悠遠歷史，是獻給臺灣孩子的最佳讀物。 將是激發青

少年想像力和創造力的最佳觸媒。

 閱讀講座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終結句點王．online讀書會
作者愛瑞克具備強大豐沛的「內在原力」，他在40歲左右

達到財富自由，他說：「原來……人生可以重新設定」。

本書由一場感動人心的演講出發，完整收錄如何修改人生

演算法，擺脫深陷負面、人生卡關的輪迴；透過9個關鍵設定，

讓人生變得更好，活出最好的人生版本。

10月的讀書會，讓我們一同啟動內在原力，一起集氣讓宇

宙聯合起來幫助你！

共讀書籍：《內在原力：9個設定，活出最好的人生版本》

時間：10/12、10/26（二）19：40-20：40

頻道：國立臺灣圖書館YouTube頻道

講師：宋怡慧老師 (丹鳳高中圖書館主任)

●  快到國臺圖YouTube頻道訂閱並開啟小鈴噹，也可以到本館Facebook關注最新消息哦！

●  讀書會直播時間：每個月第2及第4週的星期二 19：40- 20：40

行動載具雲端悠遊樂～雲端功能一點通
時間：10/13（三） 14：00－17：00      地點：4F 405教室

用雲端功能，解決手機空間總是不足或資料消失等問題；學習完整備份手機資

料，更換手機不用怕。

行動載具雲端悠遊樂～當我們Line在一起
時間：10/20（三） 14：00－17：00      地點：4F 405教室

溫故知新體驗Line的新功能、完成隱私設定，安心Line分享、學習手機空間管

理，讓你享有更大的分享空間。 

行動載具雲端悠遊樂～暢遊Facebook世界
時間：10/27（三） 14：00－17：00      地點：4F 405教室  

學習臉書隱私設定，安心放心玩臉書。搜尋有趣粉絲專頁，加入臉書社團，有趣

事物不漏接；PO文記錄，分享世界樂無窮。 

※課程採事先線上報名制，不開放現場入席。

※報名時，依防疫要求填寫完整之姓名、聯絡資訊（email或電話）。

※活動場次及參與人數將視疫情做滾動式調整。

 閱讀沙龍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

 樂在多元@臺灣--聚焦緬甸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

 樂在多元@臺灣--東南亞飲食文化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

主講：歐麗娟（臺大中文系教授、作家） 

主講：張麗英（移民署通譯、緬甸文化推廣講師） 

主講：陳玉水（台灣越藝新移民文化傳承協進會秘書長） 

主講：鍾良瑾（旅遊作家） 

古典文學的新世界之旅--唐詩與紅樓夢的交會 

緬甸服飾文化與體驗

美味料理關鍵有魚露

跟著小說「天使與魔鬼」，淺談中世紀藝術與信仰交會」

時間：10/03（日）14：00－17：00      地點：1F 簡報室

報名方式：掃描QR-CODE報名／40名額滿為止

時間：10/30（六）10：00－12：00      地點：1F 簡報室

報名方式：掃描QR-CODE報名／40名額滿為止

時間：10/31（日）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報名方式：掃描QR-CODE報名／40名額滿為止

時間：10/16（六）10：00－12：00      地點：1F 簡報室

報名方式：掃描QR-CODE報名／40名額滿為止

主講：林承俊（林獻堂先生曾孫，明台高中副校長）

主講者是林獻堂先生的曾孫，霧峰林家頂厝管理人，明台高中

副校長，上善人文基金會董事。林獻堂出身臺灣阿罩霧(今臺中霧

峰)望族霧峰林家，因排行第三，人稱「三少爺」或「三老爺」。波瀾

壯闊的人生，走過清末、日治和戰後臺灣三個坎坷時期，一生為臺

灣奔走，為臺灣人爭取自由、平等、教育奮鬥，是民主先驅，議會之

父，有「臺灣第一公民」之稱。

今年是「臺灣文化協會」成立一百年，我們特別邀請林承俊老

師來談談他的新書《旅途：三老爺林獻堂的生活日常》一書，以從家

人的視角出發，帶領大家認識獻堂先生無法被外人觸及的內心世界

與生活狀況。

百年前的浪漫─林獻堂與臺灣文化協會志士
時間：10/30（六）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時間：10/16（六）10：00－11：30     地點：4F 4045教室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線上報名優先參加) 

 文協百年紀念講座                   電話：(02)2926-6888 #5413 蔡小姐

 科普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4212 楊先生

 「愛，需要學習！」情感教育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只有STEM沒有極限-臺灣中小學STEM課程案例

無法自拔的戀情—《令人討厭的松子的一生》

你也可以是愛迪生的母親-如何在家啟發孩子的科學腦

氣候變遷下的藍碳精靈

時間：10/02（六）09：30－11：30     地點：4F 4045教室

報名方式： 線上報名者優先參加，線上報名人數開放35名，如有名額，開放現場報名參加。

時間：10/09（六）14：00－17：00     

地點：1F 簡報室（13:30分報名者可優先入場） 

時間：10/23（六）09：30－11：30     地點：4F 4045教室

報名方式： 線上報名者優先參加，線上報名人數開放35名，如有名額，開放現場報名參加。

時間：10/30（六）09：30－11：30     地點：4F 4045教室

報名方式： 線上報名者優先參加，線上報名人數開放35名，如有名額，開放現場報名參加。

主講：王煥中(中華自然科學創意協會理事長) 

主講：王煥中(中華自然科學創意協會理事長) 

主講：吳思霈(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氣候變遷組組長) 

主講：高松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助理教授）

孩童時期的不安全依附關係，沒有獲得足夠的安全感與歸屬

感，會導致日後在愛情關係遲遲無法發展成為健康的親密關係，

傷害自己也傷害對方。健康的愛情關係是一種從「依戀」到「獨

立」的成長歷程，可以讓人學會以真誠的態度來表達彼此的愛、關

懷與善意，經營長期與穩定的親密關係。

注意事項： 限額35名(實際名額將視政府防疫政策調整，請以報名成功通知

信為準)  

主辦單位： 國立臺灣圖書館、華人情感教育發展協會、台灣性教育學會、

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報名連結

夏日炎炎，陽明山中山樓為各位遊客、讀者呈上消暑解

悶的良方：即日起，購買「三館聯票」不但可以領略「中山樓」、

「陽明書屋」的歷史人文、舊式風情；還可以在「科教館」增進

科普和科學知識。價格只要180元，走過路過，就是不能錯過，

三館聯票好評銷售中！在特約商家「比夢烘焙坊—陽明山店」

購買聯票，買麵包再加送一杯紅茶，活動只到十月底，限量販

售，要買要快。

中山樓三館聯票新點寄售                  電話：(02)-2861-6391#117 李小姐 

※本活動視疫情發展及相關防疫政策滾動式修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