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臺灣閱讀節「閱讀 仔店(柑仔店)」 
發稿單位：國立臺灣圖書館 

發布日期：2021 年 12 月 04 日 

單位聯絡人：余思慧 

聯絡電話：(02)2926-6888 轉 5405 

電子信箱：ysh@mail.ntl.edu.tw 

單位聯絡人：程藍萱、周慧茹 

聯絡電話：(02)2926-6888 轉 5416、5412 

電子信箱：cls@mail.ntl.edu.tw  

hueiru@mail.ntl.edu.tw 

                                                                                 

    您可能聽過柑仔店，那您知道要寫作上竹下敢： 仔店嗎？

國立臺灣圖書館(以下簡稱國臺圖)年年舉辦「臺灣閱讀節」，

今年特別以主題「閱讀 仔店」，規劃 12 月 4～5 日兩天的系

列活動，帶您進入五花八門的享閱空間，無論是認識古早的清

潔方式，實作童玩 DIY、打彈珠等活動，或是欣賞掌中劇、聆

聽校園⺠歌等表演，期待提供大朋友們無窮的回味，繼而刷新

各世代族群的想像，共同體驗臺式懷舊文化。國臺圖並邀請萬

秀洗衣店的萬秀孫：張瑞夫作為活動代言人，與讀者分享他與

爺爺奶奶有趣的對話，以及個人的閱讀經驗。快來國臺圖體驗

挑戰，蒐集古早味印章，還有多項豐富的禮物等著您帶走它

唷！ 

    國臺圖即將在 12 月 4 日(星期六)舉辦「閱讀 仔店」盛大的開幕式，主舞臺區從早至傍晚，

共安排 7 場表演活動，包括台中聲五洲掌中劇團表演、MU-LA 慕拉劇團表演、FOOD 超人表演、

校園⺠歌-胡藝芬、咖哩玩劇團表演、皇媂樂團等表演，讓您在每個時段都能享受精彩的視覺饗宴。

創意廣場攤位區，共有 26 個攤位活動，包括童玩柑仔店、科學古早店看看先⺠的智慧、認識科

普雜誌開創智慧新天地、Fun 書去旅行—漂書集點趣、閱讀牛轉乾坤、祥獅迎新春 DIY、穿越時

空懷舊趣、科學館 GO 好玩-科學柑仔店、臺灣原住⺠創意紙藝與編織書籤⼿作體驗課、鏗鏗鏗！

聽見印刷的聲音──活版與圓盤印刷機操作達人、閱來閱有趣、茶博館珍奇櫃－打開鍊茶師的神祕



多寶格、因愛料理的閱讀方程式、「戲」說中山樓、古早莊稼樂-食農列⾞、⺟語說故事&客家文

化⼿作、森林時光機、蜂臺灣--來拼臺灣蜂、世界宗教動物園-臺灣篇、當我們童在⼀起--臺灣古

早味遊戲闖關活動、尋找古早味「臺灣⺠俗節慶的⼩故事」、復古童樂趣、悅讀報紙樂趣多、我愛

臺灣的山和海、臺灣古早花藝美學-花草物語動⼿做、穿閱時光派對-FOOD 超人見面會、「愛‧讀

書」書展等活動，提供⺠眾體驗。無論是認識古早的清潔方式、童玩 DIY、編織書籤，或是打彈

珠、體驗古早莊稼樂、活版印刷、繪本說故事等，透過實際體驗與⼿作，讓⺠眾認識多元閱讀、

歷史、文化，重溫古早臺灣味。 

    12 月 5 日(星期日)，將在國臺圖辦理大師講座。上午時段，邀請胡川安教授，分享「從食光

記憶到多元文化的交流者」；下午時段，由臺北市和平婦幼院區神經內科主任劉建良主講「何謂失

智症?從心感受失智者日常」，另⼀場「⼀個家庭的圍桌吃飯時光」講座，邀請臺灣文學獎⾦典獎

得主的飲食作家洪愛珠，談談食物沉澱的時代記憶，以及人與人的情感聯繫。 

    「閱讀 仔店」，回味那純真美好的年代、重溫古早臺灣時光！本活動將在

12 月 4 日上午 10 時開始，搭乘捷運橘線至「永安市場站」即可抵達唷！活動

詳情請見國立臺灣圖書館官網。 

 

 臺灣閱讀節「閱讀 仔店(柑仔店)」 

日期：110 年 12 月 4 日至 12 月 5日 

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館內及戶外創意廣場 

活動時間：10：00-17：30 

 

 閱讀節開幕式 

日期：110 年 12 月 4 日(六)，10：00 

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戶外創意廣場主舞臺（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 85號） 

時間 項目 

9:30-10:00 貴賓報到 

10:00-10:05 主持人開場 

10:05-10:10 開幕劇演出 

10:10-10:20 介紹與會貴賓 

10:20-10:35 貴賓致詞 

10:35-11:00 感謝狀頒發 

11:00~ 閱讀節活動參觀導覽 



 主舞臺區活動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11:00-12:00 台中聲五洲掌中劇團 周處除三害 

12:00-12:50 MU-LA 慕拉劇團 說書人讀劇表演 

12:50-13:00 有獎徵答   

13:00-14:00 Food 超人愛閱趴   

14:00-14:50 胡藝芬 校園⺠歌歌手演出 

14:50-15:00 有獎徵答   

15:00-16:00 台中聲五洲掌中劇團 小神童大冒險 

16:00-16:50 咖哩玩劇團 懷舊時光劇演出 

16:50-17:00 有獎徵答   

17:00-17:30 皇媂樂團 音樂表演 

 

 活動一覽表 

12 月 4 日(六) 

編

號 

活動名稱 /講師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名額及報名方式 

1.  童玩柑仔店 

財團法人光泉文教基金會提供 

10:00-16:00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2.  我愛玩 

財團法人信誼文教基金會提供 

10:00-16:00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3.  科學古早店、看看先民的智慧 

中華自然科學創意協會提供 

10:00-16:00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4.  認識科普雜誌、開創智慧新天地 

中華自然科學創意協會提供 

10:00-16:00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5.  Fun 書去旅行—漂書集點趣 10：00-16：00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6.  閱讀牛轉乾坤 

財團法人何嘉仁文教基金會提供 

10:00-16:00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7.  祥獅迎新春 DIY 

財團法人研揚文教基金會提供 

10:00-16:00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8.  穿越時空懷舊趣 

財團法人技嘉教育基金會提供 

10:00-16:00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9.  科學館 GO好玩-科學柑仔店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提供 

10:00-16:00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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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6:30 

(分 4 場次

10:00、 11:00、

13:30、 15:00) 

創意廣場攤位 線上報名20名/現

場報名 20 名 

(分 4 場次 每場次

10 名，以家庭為主

優先錄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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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6:00 創意廣場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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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閱來閱有趣 

新北市立圖書館提供 

10:00-16:00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13.  茶博館珍奇櫃－打開鍊茶師的神

祕多寶格 

新北市坪林茶葉博物館提供                                   

10:00-16:00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14.  因愛料理的閱讀方程式 

財團法人光寶文教基金會提供 

10:00~12:00 

13:30~16:00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15.  「戲」說中山樓  10:00-16:00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16.  古早莊稼樂-食農列車 

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提供 

10:00-16:00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17.  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提供 

10:00-16:00 創意廣場攤位 客語闖關-現場自

由參加手作體驗-

線上報名優先 

18.  森林時光機 

荒野保護協會 提供 

10:00-16:00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19.  蜂臺灣--來拼臺灣蜂 

行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所提供 

10:00-16:00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20.  世界宗教動物園-臺灣篇 

世界宗教博物館提供 

10:00-16:00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21.  當我們童在一起--臺灣古早味遊

戲闖關活動 

新北市中和區樂齡學習中心提供 

10:00-12:00 

14:00-16:00 

創意廣場攤位 3歲以上親子/自由

參加 

22.  尋找古早味「臺灣民俗節慶的小

故事」 

10:00-16:00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23.  復古童樂趣 

風車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提供 

10:00-16:00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24.  悅讀報紙樂趣多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提供 

10:00-16:00 創意廣場攤位 現場自由參加 

25.  我愛臺灣的山和海/曾品方老師 10:30-12:00 視障資料中心 35名/線上及現場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提

供 

B1 研習教室 報名參加 

26.  臺灣古早花藝美學-花草物語動

手做 

14:00-16:00 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教室 

視覺障礙者 15

名，陪同者名額 15

名（可參與旁聽，

但無法參與製作）/

線上報名 

27.  「愛‧讀書」書展 11/22-12/27 

09:00-22:00 

本館大廳、博

門前小葉欖仁

廣場 

現場自由參加 

 

12 月 4 日(六)大師講座 

編

號 
活動名稱 /講師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名額及報名方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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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 

10:00-11:30 B1 演藝廳 

現場自由參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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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16:10 B1 演藝廳 

現場自由參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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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16:0 臺灣藝文走廊 

40 名/線上報名優

先、現場自由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