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藝文走廊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雙和藝廊

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驛〉魚夫手繪時光車站特展

台灣粉彩網路比賽作品成果展

原住民．運動中

日期：11/03～11/28

日期：11/03～11/14

日期：11/2～12/05

地點：1F 臺灣藝文走廊（9：00-21：00，週一休館）

描繪細膩、考究據典，斜槓作家「魚夫」畫說故事，26座手繪日治時期臺灣
的經典火車站，在國立臺灣圖書館揭開展覽序幕！

粉彩畫在臺灣的畫壇尚未普及，在推廣的策略上無非
就是比賽及展覽，而比賽活動比展覽更具意義，因為對
功、建立人脈與品牌的機會。

電梯男孩的奇蹟

區區30本書，短短30餘年。

導賞人：黃英雄老師（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捷運 中和新蘆線永安市場站下車

原住民運動的進程就如同臺灣社會的成長，

一名24歲的理工科男孩一家三口因家境貧困，家中生計重擔，全仰賴擔任華廈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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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梯員30年的父親。父親省吃儉用苦心栽培兒子接受理工教育，希望他能考上工程

每一項應得的權力被接納，都是社會更加成熟的象徵。

師，找到好工作脫貧。沒想到這位媽寶兒子考試一再落榜，直到某天父親因病住

雖然有時進步速度令人失望，但社會永遠不會停止成長，

院，他在母親的拜託下，為父親代班，每天待在電梯幫大樓住戶開關電梯，一成

原住民運動也永遠都該是現在進行式！

不變的工作內容，居然讓他的未來起了變化……

這次「台灣粉彩網路比賽作品成果展」係臺灣粉彩藝

時間，花費精神體力，從舊籍、老照片中尋找那已被拆除的痕跡，考究街景、建

術推廣協會第二次舉辦實體展出，徵求過去五年來舉辦的

築的色彩、人們的穿著、交通工具等，一步一步去釐清其脈絡與模樣，再一筆一

「粉繪畫」網站比賽，及近兩年來網站粉彩接龍發表的作

筆勾勒出細節線條。透過畫筆生動而細膩地描繪，進而帶出事物背後的思維和故

品，經由評審機制，選出優良的得獎及入圍的佳作70幅，

民族主義，有必要嗎？

提供粉彩及藝術愛好者ㄧ個互相切磋交流，彼此觀摩學習

日期：11/2～12/05

的機會。由於粉彩畫在臺灣漸受藝術愛好者重視及參與，希望本次的展覽

民族主義的興起掀動一戰後的民族自決風潮，帶動民族思考殖民地與殖民母國的關係。

能帶動粉彩畫在臺灣的蓬勃發展。

雖然有些時候結果只是由傳統殖民主義轉向經濟殖民主義，剝削本質並未改變。不可否

開幕式暨導覽 時間：11/6（六）14：00
專題講座

毫端心象－基隆市水墨藝術學會 會員聯展

主講：魚夫（作家）
時間：11/6（六）15：00-16：30

青少年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日期：11/17～11/28

地點：1F 簡報室

線上展覽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 每場：35人

地點：4F 雙和藝廊（9：00-17：00，週一休館）
11/11(四)
黑計畫

Black money

會員創作體材多元、風格互異，有山水、花鳥、人物、蟲
魚、走獸、書法、篆刻等；畫風有傳統水墨亦有現代彩

「書封/畫風：書封設計的斜槓年代」展，以

墨，有工筆畫風亦有沒寫意；每年除會員聯展外也有多人

「斜槓」概念帶出國立歷史博物館與本館館藏的交

舉辦過個展，參加各種書畫展賽都有優異的成績表現，獲

會。展出歷史博物館藏畫作與本館館藏圖書，分

得不少佳評。

四大主題：「殖民/現代」、「宣傳/ 藝術」、「東方

「圓缺之間」身心障礙者影展

《終點之前》口述影像版

學會會員欲藉本次聯展將平日悠遊於毫端的墨韻心象
與大家分享，歡迎市民大眾及各界藝術先進、同好能蒞臨

地點：1F 簡報室

藝術創作與書封設計的開拓軌跡。

觀賞並不吝指教！

主講：楊聖弘(諮商心理師、作家)

地點：4F 4045教室

臺灣學展覽
日期：10/15～12/31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媽祖廟、水牛、稻田等皆屬於在地印象。然而隨著時代流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歡迎加入學習行列！68期終身學習研習班招生中！
11月23日(二)起開課。
招生洽詢︰企劃推廣組29266888分機5405余小姐。
課程及報名網址http://www.ntl.edu.tw活動訊息/研習班查詢。

14：40－15：30映後講座

11/25(四)
催眠‧裁決

Guilt by design

電話：(02)2926-6888 #4212 楊先生

日治時期臺灣的在地特色，舉凡熱帶風景、香蕉樹、

電子賀卡製作，特效照片製作。

片長38分鐘

主題：成為障礙者的鏡頭──突破障礙的斜槓人生

日治時期在地文青們的消閑時光－懷舊老照片展

智慧樂活e生活-數位美編輕鬆學
時間：11/10（三）14：00－17：00

正浩一覺醒來得知分居妻子前一晚遭人殺害, 他卻因為喝到斷片
而記不得任何事情, 然而各項證據都指出他就是兇手。為了證明
自己的清白, 他躲避警方的追查, 試圖拼湊出事件的真相, 但偶爾
浮現的模糊記憶, 讓他開始懷疑自己可能殺了妻子......

肆無忌憚的檢察官敏赫(趙震雄 飾)負責調查的女嫌犯離奇自殺,
死前指控更讓他承受不白之冤, 為了洗刷罪名, 敏赫聯手菁英律師
(李哈妮 飾)展開調查, 他們發現女嫌犯與男友捲入一起鉅額銀行
收購弊案, 而嫌犯男友前幾天也意外身亡。這一切是巧合? 還是
瞞天過海的佈局? 隨著真相逐漸揭發, 這起巨大金融黑幕即將引
爆所有「錢」藏危機!

大衛是受人尊敬的教師, 生活中有美麗的妻子、可愛的孩子相伴,
是人生勝利組最佳典範。某天, 他的妻子茱莉帶著小孩外出, 讓
大衛享受偶爾清閒的單身生活, 並和三五好友相聚。當天晚上,
11/18(四)
大衛在森林慢跑時, 遇見一位開車迷路的女子, 而這名謎樣女子
劫局
卻在隔天清晨被目擊者發現陳屍在路旁, 一夕之間大衛成了這起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案件的頭號嫌疑犯, 突如其來的謀殺指控也意外地牽扯出大衛不
為人知的婚外情, 當一切證據都不利於大衛, 他該如何證明自身
清白? 誰是真正的兇手?

時間：11/13（六）14：00－14：40電影放映

/ 西方」與「跨域/鄉土」，與觀眾一同追溯近代臺灣

電話：(02)2926-6888 #4211 吳小姐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四局夏伴》
15：00－16：00映後講座

轉，1930年代大眾消費潮流開始呈現多元化，當時的文

主講：張堯欽(物理治療師、勇敢小超人棒球隊領隊)

青就經常在書店、納涼會、喫茶店、唱片行等各式風格場

主題：從 紀錄片《四局夏伴》開始掌握學習黃金期

合，完全是現代流行時尚活動的翻版。

陪伴觀賞！

片長57分鐘

日期：11/27（六）14：00－15：00電影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曾經揚名國際的催眠專家許立生(張家輝 飾), 是轟動香港的兇殺
案陪審團成員之一。審判最後一天, 當陪審團準備退庭商議時, 許
立生突然收到女兒茵茵被綁架的消息。綁匪要求他在90分鐘內
催眠至少4個陪審團成員來操控、扭曲審判結果, 否則將殺害他
的女兒。為了解救被綁架的女兒, 許立生只能答應, 並在暗中聯手
曾是特種部隊的楊凱(張翰 飾)展開分秒必爭的救援行動。

：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片長97分
[韓]

片長113 分
[韓]

樓層 Floor

服務區域 Services

樓層

：未滿15歲之兒童不得觀賞！

週二-週五

服務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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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學研究中心(一)、本土教育資源中心
微縮資料閱覽區

6F

臺灣學圖書資料區、特藏舊籍複製本區
微縮資料閱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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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學期刊合訂本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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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書區、特展室、特藏閱覽區

5F

Taiwan Study Research Center( II )、Bound Periodicals of Taiwan Studies
Reference Collections、Special Exhibition Room
Special Collections Reading Room

臺灣圖書醫院

片長95分
[法]

3F

多元文化資源區、影片欣賞區、視聽資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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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圖書區0、2-4(總類、科學類)、外文
新書展示區、多功能討論室、電腦教室
Multicultural Resources、Multimedia Zone、Audio Visual Collections
Chinese Language Collections for Generalities and Science
Foreign Language Collections、New Arrivals
Group Discussion Room、Computer Classroom

圖書區
新書展示區、多功能討論室、電腦教室

Pre-arranged Tour

9:00 - 17:00

9:00 - 21:00

9 : 09:00
0 - 2-121: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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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食區

輕食區

Food Quarter

流通服務櫃臺、辦證、借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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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約書自助取書區、臺灣藝文走廊、簡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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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09:00
0 - 2-121:00
:00

期刊室、資料檢索區、樂齡資源區

1F

哺集乳室
哺集乳室

9:00 - 19:00

9:00 - 19:00

Parent and Child Information Center

9:00 - 17:00(週二~週六)

視障資料中心
視障資料中心

9:00 - 17:00

未開放 Close

週日未開放

Visual Impairment Information Center

B1
B2B3

9:00 - 21:00

9:00 - 21:00

Breastfeeding Room

親子資料中心
親子資料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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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f-guided Visit

9:00 - 17:00

12/01-1/31、4/16-7/15
7:00-23:00
9:00 - 21:00
2/01- 4/15、7/16 -11/30
8:00-22:00

自修室、行動裝置座位區

──談兒童發展與親子關係

- 11:30 自行參觀
- 17:00 預約導覽

9:00 - 21:00

Quiet Study Space、Mobile Device Station

★提醒您依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週三14:00 - 17:00 預約導覽

9:00 - 21:00

市民教室
市民教室

：未滿18歲者不得觀賞！

週三9:30 - 11:30 自行參觀

9:00 -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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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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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圖書區1、5-9 (人文、社會科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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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修室、行動裝置座位區

[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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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09:00
0 - 1-717:00
:00

Citizen's Classroom

片長93分

99:00
: 0 0 - -117:00
7:00

雙和藝廊、4045教室
雙和藝廊、4045教室
Shuanghe Gallery、Classroom 4045

Sat - Sun

9 9:00
: 0 0 - -2 1
:00
21:00

9:00 - 21:00

Bound Periodicals、Monographic Series

週六-週日

週六-週日

9:00 - 21:00

期刊合訂本區、叢書區
期刊合訂本區、叢書區

4F

Tue - Fri

週二-週五

週三 ( Wed) 9:30
週三 ( Wed) 14:00

Taiwan Book Hospital

報名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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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滿為止
入場觀眾總量配合最新防疫政策做滾動式調整，身心障礙者優先入場。

Library Floor Guide and Opening Hours

臺灣圖書醫院

試想「如果1930年代有臉書，當時文青都會在哪打
卡?」

樓 層 指 引 及 開 放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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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滿12歲之兒童不得觀賞！

加入 FB 粉絲
團，來跟我們
互動吧!

每 週 一 及 國 定 假 日 休 館 The library is closed on Mondays and National Holidays

情感融入，以不同的筆意、形式、技法呈現其筆情墨趣。

日期：即日起～2025/07/31
地點：中研院Open Museum平臺

電子資源推廣課程

11/04(四)
殺妻嫌疑
아내를 죽였다

發揚優良的書法與水墨藝術暨促進藝術文化交流為宗旨。

電話：(02)2926-6888 #3514 陳小姐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訂閱電子報，
更快速獲得活
動訊息 !!

(採梅花座，全程載口罩) ★

但同時，也將餵養出一些可怕的東西……

會員多年從大自然中、周遭環境裡不斷地體驗、感受，經

書封/畫風：書封設計的斜槓年代

終身學習研習班

播放場次及時間：14：00起

基隆市水墨藝術學會創立於民國77年，秉持以推展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 B1演藝廳座位約有500席，視障者優先入場，疫情期間採梅花座，放映前30分鐘開放自由入座，入場觀
眾總量配合最新防疫政策做滾動式調整。

主題電影院《警匪類影展》

認的是它對人們具有強大的號召力，也深刻影響人類社會的發展。

說說畫畫火車站

片長106分鐘

播放場次：11/20 (六)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10年的時間用筆畫出臺灣文明與飲食文化，記錄臺灣的點點滴滴。魚夫投入許多

事。本次特展期待以畫喚起您記憶中的記驛，共同遨遊在經典時光吧!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影片欣賞

畫家來說，它是一個自我努力的目標，增加自信、追求成

展 覽

漫長的時光流淌，驛站(火車站)承載了民眾的記憶，交織出屬於自己的故
事。為了將這些美麗建築與文化內涵傳達給後世人們知曉，魚夫立下弘願，願以

地點：4F 雙和藝廊（9：00-17：00，週一休館）

電影聽賞活動

國際會議廳、餐廳、樂學室、地下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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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停車場
Underground Parking Lot

地下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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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前往

區域，請至綜合區搭乘5-7號電梯。

If you want to go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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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在多元@臺灣--聚焦緬甸」系列講座
參加對象：一般民眾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

報名方式：掃描QR-CODE報名 /40名額滿為止。

緬甸的宗教文化與建築工藝
時間：11/07（日） 14：00－16：00

時序即將邁入冬季的11月，也是感恩的季節。從紛紛擾

緬甸華人的漂流--從華新街到龍崗
地點：1F 簡報室

謝謝朋友的禮物、謝謝他人的心意。你會發現，原來道出口
的「謝謝」，是一句充滿魔法的神奇用詞，可以瞬間傳達最
溫暖的心意！
親子資料中心在11月準備了一系列與「謝謝」有關的繪
本好書，歡迎大小讀者上網瀏覽、付諸實行，一起體會它的魔力喔！

主講：楊萬利（鳴個喇叭共同創辦人、緬甸街雜誌創辦人）

「樂在多元@臺灣--東南亞飲食文化」系列講座
參加對象：一般民眾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為主，當日尚有名額，開放現場參加。

時間：11/13（六）14：00－15：30
地點：4F 4045教室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為主，當日尚有名額，開放現場參加。

【上午場】

「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紀錄片觀賞暨映後
座談會—從喪禮平權談生命中的愛與美好
時間：11/19（五）09：30－11：50

與談人：陳志漢（導演）、吳庶深（國立臺北健康大學副教授）
【下午場】

「樂在多元@臺灣--東南亞表演藝術」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

報名方式：掃描QR-CODE報名/講座40名，DIY30名，額滿為止。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時間：10/13、10/27 15：00－16：00

主講：宋怡慧（丹鳳高中圖書館主任）

活動平台：Google Meet (活動代碼：pfy-refi-wns)

主講：陳玉水（越南語言與文化講師）

故事主題：《跟著線條走》、《我才沒有吃月亮》

表演藝術在柬埔寨：過去、現在與未來
時間：11/21（日） 14：00－16：00

「樂在多元@臺灣--紀錄片導賞與欣賞」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

報名方式：掃描QR-CODE報名 /40名額滿為止。

紀錄片導賞:下南洋--世界的南洋
時間：11/03（三） 14：00－17：00

地點：1F 簡報室

平凡、被忽視的菜單，其實蘊含著不凡的故事。十九世紀中葉
以前，只有極少數的菜單用文字保存下來，本書藉由各種資料

閱讀123～嬰幼兒家長學習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

打開閱讀的小耳朵

科普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4212 楊先生

※本活動視疫情發展及相關防疫政策滾動式修正※

傾聽台灣土地的洋耳朵

時間：11/10（三） 14：00－15：30

報名方式：掃描QR-CODE報名/25組親子額滿為止。

主講：阮安祖（中央廣播電台英文新聞主播）

紀錄片欣賞:下南洋--百年蘭芳‧華僑心路
時間：11/24（三） 14：00－15：30

地點：1F 簡報室

主講：李婉萍（榮新診所/台北馬偕醫院營養師）

臺灣學系列講座

地點：4F 4045教室

生物多樣性與棲地保護
時間：11/20（六）09：30－11：30

電話：(02)2926-6888 #4221 陳先生

地點：4F 4045教室

主講：林美容（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魔神仔（Mô͘-sîn-á）是在臺灣與福建地區廣泛流傳的民間
傳說中，一種誘人迷失在山野間的鬼或精怪。至少在日治時

報名方式：	 線上報名人數開放35名，如有名額，開放現場報名參加。

時間：11/21（日）10：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與本質。

時間：11/13（六）09：30－12：20

主講：盧怡方（後青春繪本館主編）

地點：1F 簡報室

完美呈現，並攜手賦予歷史故事全新詮釋，大膽探究人性的多變

臺灣的魔神仔

紀錄片欣賞:下南洋--華南之洋‧南墾之帆

時間：11/17（三） 14：00－15：30

× 暢銷劇作家王瓊玲教授編排劇情，將最精緻的藝術文化瑰寶

讀書會直播時間：每個月第2及第4週的星期二 19：40- 20：40

時間：11/06（六）14：00－16：00

養出不挑食的寶貝就從離乳開始

特邀嘉賓：曾永義（中央研究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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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11/06（六）14：00－16：00 地點：3F 3054教室

紀錄片欣賞:下南洋--異鄉家園‧移民血淚

主講： 王瓊玲(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

●

主講：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地點：1F 簡報室

時間：11/20（六）10：00－11：30
地點：1F 簡報室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為主，當日尚有名額，開放現場參加。

●

參加對象：家有0-3歲嬰幼兒家長。
報名方式：掃描QR-CODE報名/25組親子額滿為止。

《人間至情》─曾永義、王瓊玲新編劇本集
《凡塵摯愛》─王瓊玲劇本集

拼湊，如日記的內容、廚房的指示，甚至包括對古人牙菌斑的
稱奇的菜單之書。

主講：林之淯（獨立製作人）

爸爸媽媽信賴的胡文龍小兒科醫師，特別分享兒童常見疾

本講座由兩位專家各展所長，戲曲研究權威曾永義院士撰寫韻文

研究資料，整理出75份菜單，讓本書成為一本隨心點選、嘖嘖

地點：1F 簡報室

子過動，該怎麼辦？孩子長不高，打生長激素或喝轉骨湯有用嗎？

演人生百態、訴人間情懷。

從古至今，人們為了吃，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而看似

時間：11/13（六） 14：00－17：00

地點：3F 3054教室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時間：11/09、11/23（二）19：40－20：40
頻道：國立臺灣圖書館YouTube頻道

活動講師：圈圈老師、蘋果老師

參加對象：一般民眾

地點：4F 4045教室

共讀書籍：《看菜單，點歷史：記錄世界的75場盛宴》

「故事童樂會」線上繪本故事活動

越南民間舞蹈與斗笠彩繪DIY

孩子不跟別人講話、脾氣差又固執，是自閉症嗎？老師說我的孩

復發、難病順利治癒、小病輕鬆化無。

終結句點王．online讀書會
繪本遊戲課

異位性皮膚炎讓孩子皮膚乾粗紅癢，甚至抓到破皮流血？

預立醫囑與醫療決定

線上讀書會

主講：謝世軒（文化推廣設計講師/前南洋台灣姊妹會北部辦公室主任）

主講：胡文龍（澄清醫院中港院區小兒神經科主任）

病的病情分析、診斷方式、整體療法建議等，幫助孩子大病不

在臺灣尋找南洋市集

參加對象：一般民眾

地點：4F 4045教室

主講：孫文榮（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家醫科主任）

地點：1F 簡報室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兒科好醫師：最新營養功能醫學》

報名方式：掃描QR-CODE報名 /40名額滿為止。

時間：11/27（六） 10：00－12：00

與作家有約

從預立醫囑談殯葬自主及性別平等

時間：11/19（五）14：00－16：00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期，已可看到民俗研究者池田敏雄對「モオシンナア」（魔神
仔）的研究紀錄。池田敏雄提到魔神仔是戴著紅帽子的幼兒亡魂，會使小孩陷入失神
狀態。另外，也有資料記載，魔神仔約三尺高、膚色為藏綠色，四肢雖然健全，但五
官模糊難辨，喜戴紅色小帽。林美容根據田野與口訪經驗，認為魔神仔可能與人類早
期的叢林生活經驗有關，大多是山精水怪，矮矮小小的，會幻化、會作弄人。臺灣民

地點：4F 4045教室

間傳說中，最知名的紅衣小女孩，以及登山客絕對不想遇到的玉山黃色小飛俠，都是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人數開放35名，如有名額，開放現場報名參加。

魔神仔的一種。這些不明確屬於民間信仰鬼、神分類的，都摻雜著多種民間信仰的猜

主講：姚綺娟（荒野保護協會推廣講師）

想與解釋。

講 座

擾的疫情新聞脫身而出，來看看這個月的主角，也就是被幼

親子活動

地點：1F 簡報室

主講：張麗英（移民署通譯/緬甸文化推廣講師）
時間：11/14（日） 14：00－16：00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 2F

兒園小朋友譽為最可愛的禮貌明星--《謝謝你，熊貓先生》。

緬甸節慶與傳統樂器三寶介紹

性平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謝謝】
日期：11/01～11/30

地點：1F 簡報室

主講：張蘊之（東南亞文化資產課程講師、獨立記者）

時間：11/13（六） 10：00－12：00

線上繪本主題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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