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學展覽

電話：(02)2926-6888 #4212 楊先生

雙和藝廊

青少年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日治時期在地文青們的消閑時光－懷舊老照片展

醉影金門-台灣攝影博物館文化學會 2021 年金門主題攝影暨文件展

圖鑑大百科－上

日期：即日起～12/31

日期：12/01～12/12

日期：12/07～01/03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地點：4F 雙和藝廊（9：00-17：00，週一休館）

廟、水牛、稻田等皆屬於在地印象。然而隨著時代流轉，1930

持續推動國家成立國家級攝影博物館的非營利組織。此

年代大眾消費潮流開始呈現多元化，當時的文青就經常在書

次《醉影金門》展，為學會理事長張國治博士（金門人）

店、納涼會、喫茶店、唱片行等各式風格場合，完全是現代流

所策劃之展覽。首展在金門縣文化局展出（2021/10/23-

行時尚活動的翻版。

11/3），另一場在本館4樓的雙和藝廊展出（2021/12/1-

試想「如果1930年代有臉書，當時文青都會在哪打卡?」

12/12），12/5開幕當天有〈攝影家視窗下的金門經驗〉分

臺灣藝文走廊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導賞人：黃英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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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咳咳…不好意思跑錯臺了，這裡可不是拍賣網站，但它最後一句說得真好。

雙眼全盲的少年拉比，擁有過人的音樂天賦，在黎巴嫩廣受樂迷喜愛，即將隨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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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鑑會使用大量圖片來搭配文字，可以快速認識許多東西的樣貌，而且幾乎什麼主
題的圖鑑都有，星星、松果、貓咪……，連神明都有圖鑑呢！你說是不是什麼都不

化、傳統道德、導正社會人心為宗旨，歸隸教育部之
財團法人基金會。本次籌辦陽明書法對聯展，藉以推
廣中華文化及藝文交流活動。陽明書法對聯展集合多
位近代書家作品，期盼書畫之美雅及高古，能搏君喜
好，引起共鳴。歡迎嘉賓輕邁步履，駐足品味。

你知道哪些有趣的圖鑑嗎？不妨投稿到青鳥信箱，說不定下一場它就會現身喔～

相會把舊的掩埋，每個人說的話都是謊言……

* B1演藝廳座位約有500席，視障者優先入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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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展出有兩大主軸，計有金門攝影創作、金門文件

播放場次及時間：14：00起

地點：4F 雙和藝廊（9：00-17：00，週一休館）

永平高中美術班自民國84年創立以來，持續不斷地培
養愛好藝術的學生，讓他們在高中三年中，學習用藝術創
作探索自我、表達自我、追尋創作的可能性；三年後進入大
學，往自己的志向持續精進。
而言，或許只是他們求學階段的嘗試或練習；對老師而言，

終身學習研習班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為什麼，它這麼好吃？
日期：12/07～01/03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食物，是一種最純粹的鄉愁，是身分階級差異的體現。
食物，是我們最有動力追求，也最沒動力追求的慾望。

12/23(四)
大約在冬季

「所以，今天午餐要吃什麼？」

Somewhere winter

12/30(四)
嫁個好腦公
女の機嫌の直し方

地點：4F 雙和藝廊（9：00-17：00，週一休館）

來自峇里島的Made (音譯：馬爹)，透過自己的成長背
景與人生歷練創作，雕刻的作品背後滿滿的故事。峇里島的

		

男人天生是藝術家，從小浸潤在鄉村和家庭的藝術氛圍裡，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110年「金書獎」得獎書展
地點：2F新書展示區

紀念書展

在臺灣的我們剛上小學學習 ㄅㄆㄇㄈ，Made已經拿刀在零

閱讀能力是進入世界的門票

碎木材，把腦海裡畫面雕刻成眼前立體的形象。

日期：11/18～12/19 地點：1F 新書展示區

過去幾十年好長一段時間，Made曾在Club Med新克里
多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日本、峇里島、民丹島、馬爾

「閱讀」是各種學習的基石，是快速掌握知識的方法，亦是學習新知

地夫等地工作，透過旅行與工作持續增進自己的經驗值，他

的管道。臺灣優良中小企業經營管理的成功之道盡在「金書獎」。

將過去幾十年旅居各國的故事用木雕記錄下來。Made對木

My prince Edward

為什麼，它會這麼美味/層次豐富/充滿驚喜/刺激/健康/苦澀/深奧/食之無味？

雕刻刀下的峇里島—馬爹木雕個展
日期：12/29～01/12

習班查詢。

12/16(四)
金都

我們可以花3小時排隊，也能擲骰子亂選～

法與創意的萌發、雙手與媒材的磨合，展現出永平師生強大的創作能量。
報名連結

12/09(四)
愛.欺
The wife

不一樣的想法。在每一張畫作裡，看到時間的積累，看到想

(視疫情滾動報名時間，詳見本館網頁)
*簡章索取:本館1樓服務臺、本館網站/活動訊息/研

或許僅是平凡日子中的累積，但無論是水彩、油畫、插畫、
水墨、書法等，每件作品都讓人看到不一樣的風貌、傳遞著

歡迎加入學習行列!69期終身學
習研習班招生中!

After the wedding

永平高中師生主題創作展
日期：12/14～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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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入 FB 粉絲
團，來跟我們
互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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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四)
你願意嫁給我老公嗎?

每年師生都會齊聚一堂，展示豐富多彩的作品。對學生

日期：12/07～01/03

怎麼追問家人，或者遠赴出生地追查，拉比只會得到更曖昧的答案，彷彿新的真

奇怪？

門相關老照片及文件。

德華文教基金會成立於民國81年，以發揚固有文

得獎書展

團出國表演。然而在申請護照時，拉比卻意外得知自己的身分證是偽造的！不論

跡迷」、「浯洲吾民樣」、「藝憶人文風」，約有近百件作品。除此更一併展出金

日期：12/1～12/12
地點：1F 臺灣藝文走廊

片長106分鐘

播放場次：12/11 (六)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什麼都有，什麼都賣，什麼都不奇怪，

影像和史料。攝影創作分成以下三大類型展出：「戰史蹤

陽明書畫聯展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聽風者之歌

享。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電影聽賞活動

影片欣賞

台灣攝影博物館文化學會是一長期推動攝影文化，並

展 覽

日治時期臺灣的在地特色，舉凡熱帶風景、香蕉樹、媽祖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伊莎貝爾獻身公益, 在印度經營孤兒院, 多年來全心投入慈善事業, 但慘澹的
收入讓她幾乎無法繼續下去。某日, 身價千萬的知名企業家泰瑞莎表達了鉅
額贊助的可能意願, 於是伊莎貝爾決定飛往紐約爭取機會, 過程中更被邀請參
加泰瑞莎女兒的婚禮, 看似毫無關聯的一切, 卻在伊莎貝爾和舊愛意外重逢後
掀起波瀾, 往日的糾葛重新浮上檯面, 誰能承擔愛的代價?

片長112分

身為知名作家的喬和妻子瓊安結縭40餘年, 是眾人眼中欽羨的文壇賢伉儷, 就
在喬即將前往瑞典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的前夕, 瓊安正面臨著她人生中最大的
衝擊 : 那些生命旅程中無數次為了支持丈夫的犧牲, 終於在她多年來隱忍喬
外遇的壓力下逐漸反撲, 她無法確定自己是否還能繼續委屈下去, 進而成就屬
於丈夫的一切......。

片長100 分

座落於香港太子、以販售廉價婚禮商品聞名的金都商場, 莉芳在其中的婚紗
出租店工作, 並與店主小開Edward交往多年。人人都認為Edward是她的真命
天子, 每次聊天的話題, 勢必都圍繞在兩人何時結婚。某天, Edward終於鼓
起勇氣求婚, 莉芳卻只能在親朋好友的見證壓力下, 勉強擠出笑容答應。因
為在結婚之前, 她還有個必須先完成的秘密任務, 就是要找到「過去的那個
人」, 想辦法先跟他離婚......。原來莉芳從來就不是單身? 而這位「前任」如
今又身在何方? 同時要面對結婚、離婚的莉芳, 面對左右兩「男」, 該如何
找到平衡?
1991年齊秦演唱會現場, 女大學生安然難求一票, 卻意外得到一個陌生男人
的贈票。兩年後, 小安與當年演唱會上遇到的男人齊嘯重逢。兩人彼此吸引,
情真意切。奔波在臺北與北京兩地的齊嘯, 卻困頓於自己的猶疑不決之中, 最
終因為家庭和事業上的危機不得不離開北京, 只留下給小安「大約在冬季」
的約定。但兩人卻始終情深緣淺。陽明山的夢幻湖邊, 飄盪著「沒有我的歲
月裡, 你要保重你自己」的臨別叮嚀。2019年齊秦演唱會現場, 安然的女兒
小念和齊嘯的兒子齊一天合力安排, 希望促成安然和齊嘯兩人的重逢。演唱
會上, 齊嘯深情等待小安的出現。焦急的小念打通母親的電話, 電話那頭只傳
來了那首雋永的歌。劇變的30年間只有<大約在冬季>的旋律刻錄下這一段美
好又哀婉的愛情......。
「媽媽跟女友掉進水裡, 你要救誰?」正在準備畢業論文的研究生真島愛, 透
過人工智慧研究男女大腦的差異, 為了讓論文結果更加準確, 她來到婚禮會
場打工順便收集男女相處的資料。她和婚禮企劃青柳誠司一起負責一場新
人婚禮, 卻遇到各種婆媳關係、婚外情、婚姻疲倦期造成的問題, 在婚禮現
場層出不窮。這時她才發現, 婚禮真的是分析男女問題的寶庫。

：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陪伴觀賞！

[英]

樓層 Floor

服務區域 Services

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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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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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分
[國]

Taiwan Book Hospital

3F

：未滿12歲之兒童不得觀賞！

：未滿15歲之兒童不得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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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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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F

哺集乳室
哺集乳室

頭打從心底的喜愛，他將殘缺的木頭重新賦予生命，擅長由木頭形狀給予的靈感創

展特別展示老師部分手稿、著作與推薦圖書，希望

作，是一個自由、無侷限的創作，這也是他對大地愛的表現。

在緬懷老師的同時，歡迎各位讀者一起熱愛閱讀，
加入推動閱讀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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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 19:00

9:00 -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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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00(週二~週六)

視障資料中心
視障資料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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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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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 21:00

Breastfeeding Room

Parent and Child Information Center

柯華威閱讀
研究中心

9:00 - 21:00

期刊室、資料檢索區、樂齡資源區

柯華葳老師是國內閱讀教育的重要推手，也是

人，帶動閱讀素養走入體制內教育的浪潮。本次書

Pre-arranged Tour

9:00 -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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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資料中心
親子資料中心

臺灣2006年首次參加世界性閱讀評比的計畫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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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您依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 11:30 自行參觀
- 17:00 預約導覽

9:00 - 21:00

Quiet Study Space、Mobile Device Station

：未滿18歲者不得觀賞！

週三14:00 - 17:00 預約導覽

9:00 - 21:00

Citizen's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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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三9:30 - 11:30 自行參觀

9:00 - 21:00

市民教室
市民教室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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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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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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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修室、行動裝置座位區

片長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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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圖書醫院

片長92分
[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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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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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繪本主題書展

閱讀敢 仔店

好書大家讀2020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110年臺灣閱讀節活動
序號

時間

活動名稱/講師

活動地點

報名方式

日期：12/01～12/31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 2F

一年一度的《好書大家讀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得獎

12/4(六)
童玩柑仔店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書展又來囉!在「圖畫書及幼兒讀物組」得獎好書部分，有利

2

10:00-16:00

我愛玩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用拼貼技法呈現的《Home》,不管走得再遠，最終還是會回到
出發的地方，那便是心之所在。另一本是代入繪本中常見的

3

10:00-16:00

科學古早店、看看先民的智慧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4

10:00-16:00

認識科普雜誌、開創智慧新天地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5

10:00-16:00

Fun書去旅行—漂書集點趣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主角小豬，教孩子樂觀面對挫折的《還差一點 還差一點》。
還有風格獨特、故事新穎且大受小朋友歡迎的白希那新作

6

10:00-16:00

閱讀牛轉乾坤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奇怪的媽媽》。Ballboss, 用情感豐沛的畫筆創作《出大甲

7

10:00-16:00

祥獅迎新春DIY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城》，讓我們看見作者童年記憶中，媽祖繞境與大甲故土、

8

10:00-16:00

穿越時空懷舊趣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9

10:00-16:00

科學館GO好玩-科學柑仔店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10

10:00-16:30
4場次
10:00、 11:00
13:30、 15:00

臺灣原住民創意紙藝與編織書籤手作體
驗課/心象工作室 洪素月老師

創意廣場攤位

線上報名20名/現場報名20名 (每場
次10名，以家庭為主優先錄取)

10:00-16:00

鏗鏗鏗！聽見印刷的聲音─活版與圓盤
印刷機操作達人/ 吳宇凡老師

12

故人的點點滴滴。想知道還有哪些好書獲得殊榮嗎？歡迎親
子一起點擊圖書館網站、觀看線上書展介紹，或是在親子中
心整修期間先到鄰近圖書館借閱喔。

從食光記憶到多元文化的交流者

道料理與飲食文化全詳解》

時間：12/05（日）10：00－11：30
地點：B1 演藝廳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為主，當日尚有名額，開放現場參加。

時間：12/14、12/28（二）19：40－20：40

主講：胡川安（知名作家、歷史學者、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頻道：國立臺灣圖書館YouTube頻道

穿越世界不同的地方，從細節中理解時代、從生活中觀察

主講：宋怡慧（丹鳳高中圖書館主任）

歷史。主講者從日本、巴黎、美國和加拿大生活的經歷中開始進

食物不僅只是餐桌上的料理，其實食物跟歷史文化息息相關。

行寫作。透析從飲食開始說起，然後關注我們的土地，進行多元

真正的印度，是什麼樣子呢？印度菜知多少？是奶茶？還是

文化的反思。

咖哩？神祕的香氣來自哪裡?有關印度料理的故事真的說不完，在
元，沒有深入當地，根本無法一窺究竟。12月的讀書會，跟著怡慧

何謂失智症? 從心感受失智者日常

老師一起透過料理窺見這神祕國度的日常與文化。

時間：12/05（日）14：00－16：10
地點：B1演藝廳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為主，當日尚有名額，開放現場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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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需要學習！」情感教育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閱來閱有趣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13

10:00-16:00

茶博館珍奇櫃－打開鍊茶師的神祕
多寶格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14

10:00~12:00
13:30~16:00

因愛料理的閱讀方程式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15

10:00-16:00

「戲」說中山樓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主講： 蔡志東

16

10:00-16:00

古早莊稼樂-食農列車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國防醫學院生命科學所博士、瘋狂約會團隊發起人，專長為生命教育、約會輔導)

17

10:00-16:00

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10:00-16:00

森林時光機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19

10:00-16:00

蜂臺灣--來拼臺灣蜂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繪本遊戲課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當日參與讀者，前100名致贈《華麗島民話集》2022手札一本。

三千三百萬個神明，22種官方語言的單一國度，飲食和語言一樣多

10:00-16:00

18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共讀書籍：《解密印度廚房：香料、沾醬、調味料、印度餅80

●

10名(11:00、15:00各一場講座,每一
場開放10名，體驗集點活動名額不
限)/線上報名、現場候補

大師講座

終結句點王．online讀書會

●

創意廣場攤位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主講： 劉建良(臺北市和平婦幼院區神經內科主任)
失智症，是一種腦部疾病。罹患失智症，沒有一個人想要得
到這樣的疾病。近年來臺灣失智症人口上看30萬人，尤其在65歲

《非誠勿擾》－浪漫不見了？

以上的老年人居多，世界衛生組織推廣失智症的照護，應該注重

時間：12/04（六）13：30－16：30

在四大主軸: 尊嚴、尊重、自主、平等，同理與關心，是很重要的。

地點：1F 簡報室

關心失智症者日常，讓我們從接受理解的角度來看失智症，避免
對失智症的污名化，恢復失智症者尊嚴。

樂在多元@臺灣--系列活動

人類學家說愛情是世界普遍的現象，卻有人感嘆對自己來說
愛情是世界奇觀，可遇而不可求。到底愛情是怎麼開始的，發生愛

地點：1F 簡報室

情是不是要有前提，要有條件，還是命運安排？透過《非誠勿擾》

讀懂南洋辛香料密語

20

10:00-16:00

世界宗教動物園-臺灣篇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21

10:00-12:00
14:00-16:00

當我們童在一起--臺灣古早味遊戲闖
關活動

創意廣場攤位

3歲以上親子/自由參加

時間：12/08、12/22 15：00－16：00

這部電影，期待聽眾了解約會文化，勇於嘗試約會，建立合宜表達

時間：12/05（日）14：00－16：00

情感的浪漫文化。

主講：劉明芳（南洋料理達人、料理作家）

22

10:00-16:00

尋找古早味「臺灣民俗節慶的小故事」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活動講師：圈圈老師、蘋果老師

10:00-16:00

復古童樂趣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活動平台：Google Meet (活動代碼：pfy-refi-wns)

24

10:00-16:00

悅讀報紙樂趣多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故事主題：《亞歷山大和發條鼠》、《一顆奇特的蛋》

25

10:30-12:00

我愛臺灣的山和海/曾品方老師

視障資料中心
B1研習教室

35名/線上及現場報名參加
視覺障礙者15名，陪同者名額15名
（陪同者可參與旁聽，但無法參與
製作）/線上報名

26

14:00-16:00

台灣古早花藝美學-花草物語動手做

視障資料中心
B1研習教室

27

13:00-14:00

穿閱時光派對-FOOD超人見面會

舞臺區

現場自由參加

博愛門前小葉
欖仁廣場

現場自由參加

11/22-12/27
28

09:00-22:00

「愛‧讀書」書展
12/5(日)

29

10:00-11:30

大師講座
從食光記憶到多元文化的交流者
胡川安博士 (知名作家、歷史學者、國
立中央大學中文系助理教

30

14:00-16:10

大師講座
「何謂失智症? 從心感受失智者日常」
劉建良醫師 (臺北市和平婦幼院區神
經內科主任)

B1演藝廳

一個家庭的圍桌吃飯時光
洪愛珠老師(臺灣文學獎金典獎得主、
飲食作家)

臺灣藝文走廊

31

14:00-16:00

B1演藝廳

網路報名 / 現場自由參加

網路報名 / 現場自由參加

40名/線上報名優先、現場自由參加

清真飲食與伊斯蘭齋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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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12/25（六）10：00－12：00

學會、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報名連結

閱讀123～嬰幼兒家長學習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

科普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4212 楊先生

參加對象：0-5歲嬰幼兒家長。

台灣蟬科簡介

報名方式：掃描QR-CODE報名/25組親子額滿為止。

時間：12/11（六）14：00－16：00

新冠疫情下的親子閱讀處方箋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人數開放50名，如有名額，開放現場報名參加。

地點：1F 簡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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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童樂會」線上繪本故事活動

23

報名連結

主講：閃淑娟（桃園清真合醬菜閃妹小廚創辦人）

爪哇偶戲的文化、歷史美學
時間：12/12（日）09：20－12：00 地點：1F 簡報室
報名方式：掃描QR-CODE報名／40名額滿為止

主講：陳聖元（達朗跨文化偶戲班藝術總監）

時間：12/19（日）10：00－12：00
地點：1F 視障中心B1研習教室

主講：陳振祥(陽明山國家公園任職)

爪哇戲劇卷軸DIY

認識北台灣國家公園之美

主講：陳宥達（台灣展臂閱讀協會創辦人/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家醫科醫師）

時間：12/25（六）09：30－11：30

時間：12/12（日）14：00－17：00 地點：視障中心B1研習教室
報名方式：掃描QR-CODE報名／30名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掃描QR-CODE報名/25組親子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人數開放50名，如有名額，開放現場報名參加。

主講：吳銀水(社團法人臺灣藍染學會理事)

講 座

10:00-16:00

親子活動

1

11

線上讀書會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地點：4F 4045教室

主講：曾國榮（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講師）

報名連結

12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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