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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檔期申請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111年7－12月雙和藝廊、臺灣藝文走廊展覽檔期開放申請囉！

申請時間：即日起～09/30      

申請方式：

請填妥展覽場地申請表（請至本館入口網 / 活動訊息 / 展覽頁

面下載），備齊相關申請文件，mail至cls@mail.ntl.edu.tw 或寄至本館

企劃推廣組收，信封上註明「申請111年下半年度展覽場地」，寄件後

請來電確認或收到本館E-mail回覆。詳細內容請上本館網站查詢。 

加入 FB 粉絲
團，來跟我們
互動吧!

訂閱電子報，
更快速獲得活
動訊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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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山初心者

 8月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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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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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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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系列影展主題電影院 ★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

08/05(四)
廢警奶爸

Leberkäsjunkie 

視肉如命的警探法蘭茲, 生命中除了對"肉"有興趣外, 對剩餘
大小事都漠不關心...... 。懶散的個性使他妻離子散、膽固醇
超標, 然而胸無大志的他並不以為然, 直到平靜的小鎮上發生
了一起火災謀殺案, 才開始讓他的錯位人生走回正軌。一波
未平, 一波又起, 正當他想發憤圖強時, 妻子卻將自己不滿一
歲的兒子丟給他照顧。一邊要辦案 ; 一邊還要當奶爸, 蠟燭
兩頭燒的他, 只好找上昔日夥伴魯迪聯手調查、以求破案。
本以為這衰到底的人生總算有了起色, 可新物證的出現卻將
過往努力全推翻, 這起離奇懸案讓他就陷入萬丈深淵中, 他該
如何帶娃破懸案, 擺脫這魯蛇的人生呢?

片長97分

[德]

08/12(四)

我的王子老爸
The lost prince

吉比的人生完全奉獻給八歲的女兒索菲亞。他每天最期待的
事情, 就是睡前跟女兒分享自己悉心創作的床邊故事 ; 在故
事裡的幻想世界, 他總是化身英勇的王子, 一次次拯救陷入危
險的女兒。三年後, 吉比發現即將進入青春期的索菲亞已不
再著迷於他的床邊故事, 她開始編織屬於自己的故事, 而吉比
在這些故事裡越來越不重要。為了避免失去在女兒心中的地
位, 他開始嘗試瞭解女兒的人際關係和內心世界, 希望重新成
為女兒人生的主角。

片長101分

[法]

08/19(四)

另類神父
Corpus Christi

故事講述一個年輕人在少年拘留中心經歷精神轉變後, 假裝
成為牧師的故事。曾犯下重罪的丹尼爾獲得了少年觀護所
的釋放, 本應該前往鋸木廠任職的他, 卻陰錯陽差成了小鎮
的代理神父。起初連如何替信徒告解都要上網向Google大
神求救, 但迅速掌握訣竅的他如有神助, 以另類的佈道風格
凝聚人心, 試圖讓瀕臨崩解的小鎮走出昔日陰霾。但他的真
實身分, 究竟還可以隱瞞多久? 更生人扮演假神父贏得真信
徒擁戴的故事, 精采程度更勝修女也瘋狂，改編自真人真事, 
藉由小鎮因為死亡車禍而陷入低迷的故事設定, 影射2010年
波蘭空難對國民所造成的影響, 這起意外致使當時波蘭總統
及數十名官員身亡, 陰謀論層出不窮。導演有感這起悲劇對
波蘭政局及人心造成的戕害, 刻意以幽暗色調、蒼白貧血的
視覺風格, 暗示亂世之下信仰、道德的淪喪。假神父何以贏
得真信徒擁戴？看似荒謬的情節設定, 卻是編導對宗教之意
義的巧妙叩問。

片長114分

[波蘭]

08/26(四)

我的失蹤爸爸
Under One Umbrella

夏天是戀愛的季節, 大名鼎鼎的脫單神社正迎接一年一度的
戀園祭, 全鎮莫不摩拳擦掌, 準備好好招待從各地湧來的善男
信女。神社的一角, 補習班主任六郎(立川談春 飾)正皺著眉
頭一臉苦惱地向神明祈願。和溫柔的「戀園庵」茶坊女神玉
枝姨(原田知世 飾)是一對人人稱羨的美滿眷侶, 最近卻被無
血緣的女兒麻衣子冷淡疏離而感到無比落寞。這一切被廟會
攤販阿清(市原隼人 飾)看在眼底, 沒想到身旁剛來到小鎮的
俏麗女孩彩希(倉科加奈 飾)竟也流露出複雜的神情......她與
六郎叔之間有什麼難以傾訴的淵源?

片長116分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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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爬過山嗎？

爬山除了可以強身健體、呼吸芬多精、放鬆身心外，

也是一個訓練求生技能、團隊合作，學習自然知識的活動。

可是，爬山好像又有點危險······

如果遇到下雨怎麼辦？

手機沒訊號有沒有關係？

什麼時候該求救、什麼時候該堅持？

一起從爬山初心者開始成長吧！

日期：07/27(二)～08/22 (一)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終結句點王．online讀書會

《錢滾進來，人生多彩》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職場工作型態正歷經大幅震盪……

你，認真思考過目前工作的潛在風險嗎？它像你以為的安穩？

你，真的滿意現況嗎？是否夢想著擁有一份工作？

在這素人也有出頭天的網路時代，一起找到擊球點，開拓職場工作

的新境界吧！

身兼「千萬講師」與「知識工作創業家」的憲哥，總結15年職場打拚、14

年一人創業的成功方程式。公開分享工作的最佳組合與模式「LEWIS 五大原

則」，幫助你加入創造全世界最好工作的行列！

共讀書籍：《如何創造全世界最好的工作》

時間：08/10、08/24（二）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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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方式：讀書會不需報名，只要到國臺圖YouTube頻道就可以線上參加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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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攝影學會第三十五屆國際影展

書封/畫風：書封設計的斜槓年代

日期：08/25～09/05      地點：4F 雙和藝廊（9:00-17:00，週一休館） 

線上展：本館首頁>活動訊息>展覽

中國攝影學會係由攝影名師郎靜山創立於民國14年（1925年）8月

22日，設會址於上海，會員遍及國內外。於1953年3月25日在臺北市復

會，並積極展開國內外攝影活動。目前會員遍佈全臺，人數多達千人，其

中更不乏國內多位攝影大師。中國攝影學會係一非營利單位，提供給社

會大眾學習、研究、發展攝影技藝與學術為宗旨。每年皆辦攝影會員聯

合展覽，以促進攝影之影藝交流，深受國內外攝影界的肯定與好評。

本次展覽將以第35屆國際沙龍攝影比賽，多達30多國，640人次參

加，作品約2560幅，得獎作品約200幅，透過相機鏡頭捕捉到的各國人

文風情、世界奇觀、奇景、真、善、美展示給國人及愛好攝影人觀摩與學習，及欣賞藝術攝影家

美麗精彩的攝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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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並歷史博物館藏畫作與本館藏圖

書，藉五大主題：「文明/出版」、「宣傳/藝術」、「東方/西方」、「設計/鄉

土」與「限制/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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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歷史博

物館自1955年成立至1980年代，持續舉辦具代表性的藝文展覽，所累積的豐富館藏是回顧臺

灣戰後藝術與文化發展的重要基礎。而本館的館藏圖書，源自日治時期總督府圖書館館藏，與

其後持續不斷的圖書收藏，更是臺灣書封面貌隨著時代演變的最佳見證。

 線上讀書會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雙和藝廊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樂齡「印相」中的讀冊年代──臺灣日治時期教育寫真簿冊暨裝幀特展
日期：07/10～09/11     地點：5F特展室        電話：(02)2926-6888 #4217 徐小姐

每個人都曾有過穿著學校制服，在相機前正襟

危坐、擺著那生澀不熟悉的笑容，等待著快門按下

的經驗；閃光燈點亮的瞬間，不僅照亮了自己那充

滿稚氣的臉龐，同時也照亮了將這個時期青澀記憶

留下的期待，從而捕捉那段屬於自己的懵懂年少。

臺灣隨著日本的治理導入了新式教育體系，並帶來

了「寫真」（しゃしん）簿冊製作的作法與技術，其

目的或為宣傳、或為記錄、或為維持學校成員彼此間的羈絆，保存著一個時代的記憶，

成為體現日治時期臺灣教育發展的重要史料。7月10日至9月11日，國立臺灣圖書館將

於五樓特展室展出近百本臺灣日治時期教育寫真簿冊，帶您見證日治時期教育紀錄的

風華與特色，並促進樂齡族群重拾生命價值，以達適齡適性、樂在生活。

導賞人：黃英雄老師(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72歲仍然老當益壯的末順奶奶，在釜山享受著逍遙自在的一人

生活。某日，一位背著嬰兒的12歲女孩「公主」突然闖進奶奶的生

活，聲稱她媽媽是奶奶離家多年的女兒，因媽媽過世只好來投靠外

婆。從此，末順奶奶的生活不再平靜，但開朗成熟的公主讓家裡增

添了不少歡笑，更讓奶奶再次感受到家人陪伴的溫暖。然而，突如

其來的現實打擊，為她們的生活與情感帶來重重的考驗……

阿嬤的小公主
日期：08/21(六)  14：00－17：00(13:30開放入場)     地點：B1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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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長104分鐘 

*1F簡報室座位計有75席，放映前30分鐘開放自由入座，身心障礙者優先入場，額滿為止*

航向藍色汪洋
日期：07/27(二)～08/22 (一)      地點：3F新書展示區 

 8月青少年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大海總是神祕的，我們對海洋的了解，遠不如山川、土壤，

甚至有人認為人類對火星的探索，更甚於海洋。

如果要探索海洋，少不了要學一些新技術，

你總不能直接在海裡走路呼吸吧XD

想不想學學怎樣開船、如何潛水啊？

讓自己成為海洋探險隊的一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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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炎炎，陽明山中山樓為各位遊客、讀者、吃瓜

觀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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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只要壹佰捌拾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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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4（三） △ 我爸爸超厲害 / 梅子 阿姨             

 ▼ 像我這樣的一隻獅子 / 圈圈 阿姨 

 08/11（三） △ 我好想搗蛋 / 繼英 阿姨           

 ▼ 我希望我爸爸 / 蘋果 阿姨 

 08/18（三） △ 我不要睡覺 / 兔子 阿姨             

 ▼ 變色龍不變色？ / 圈圈 阿姨

 08/25（三） △ 狐狸愛上圖書館 / 一蕙 阿姨             

 ▼ 米可的百變抱枕 / 梅德林魔法師

1/2的魔法
日期：08/28（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你願意付出多少，只為了與摯愛多一天的相聚？故

事發生在一個現代科技已比魔法還方便的精靈世界，精

靈、人馬、美人魚、獨角獸、小龍等奇幻生物都生活在

現代化社區裡，過著與你我無異「沒有魔法的生活」。 

主角是一對精靈兄弟巴利和伊恩，在他們很小時父親就

過世了，在弟弟伊恩16歲生日這天，媽媽拿出了一個很

特別的禮物–父親留下的魔杖、一顆鳳凰寶石以及一串

魔咒，可以讓爸爸短暫起死回生24小時；但他們施魔法

時卻出差錯，只出現了爸爸的下半身，於是兄弟倆踏上

尋找另一顆鳳凰寶石的征途，最後能否讓爸爸順利歸來

呢？

聽故事時間 
時間：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教室    

對象：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   自由參加（活動前 15 分鐘開始進場）

 故事童樂會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勇闖宇宙之旅】繪本主題書展
日期：08/01～08/31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樓 

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Jeff Bezos)說，他從5歲就開始幻

想登上太空，2021年便是他實現夢想的1年。離太陽第三近

的行星，就是我們生活的地球；她每天繞著不同的星球旋

轉，也被不同的行星圍繞著。遙遠的太空，究竟存在著甚麼

祕密？探測器跟太空梭背負了甚麼任務？而一閃一閃的星星

們，又訴說著甚麼故事?

   本月親子資料中心準備一系列宇宙探險好書，雖然仍

在整修，還是歡迎大小朋友點擊親子中心網站首頁，和我們

一起閱讀當月線上主題書展喔。

新冠疫情下的親子閱讀處方箋「以文化和歷史作為品牌：〈掛號〉的設計編輯力」專題講座

認識南台灣國家公園之美

認識北台灣國家公園之美

「進擊的1920-臺灣新文化運動超展開」主題書展

中文發音、中文字幕、片長102分鐘

 親子影片欣賞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線上繪本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時間：08/29(日) 10：00－12：00     地點： 本館視障資料中心B1研習教室

時間：08/24～10/03  地點： 2F、3F新書展示區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日期：09/04(六) 14：00－16：00  地點：1F簡報室                       

參加方式： 線上報名/現場自由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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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08/07(六) 09：30－11：30  地點：4F4045教室

報名方式： 線上報名者優先參加，線上報名人數開放45名，如有名額，開放現場報名參加。

日期：08/28(六) 09：30－11：30  地點：4F4045教室

報名方式： 線上報名者優先參加，線上報名人數開放45名，如有名額，開放現場報名參加。

主講人：陳德娜(文化銀行)

講師：吳銀水(社團法人臺灣藍染學會理事) 

講師：吳銀水(社團法人臺灣藍染學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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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當日下午13：45開始請先至1樓簡報室領票，憑票依序入場；活動開始後不

再開放入場，以免影響讀者觀賞影片的權益。因維持室內1.5公尺社交距離之防疫建

議，座位數量由館方視情況調整；親子(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優先取票。參與活動

請全程配戴口罩。

【Little Bear Story Time】小黑熊外文繪本故事活動
日期：08/10（二）11：00－12：00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B1研習教室

故事老師：Julia老師  

故事主題："Where is the Green Sheep?"

對象： 1歲以上小朋友及家長報名參加(報名資訊請洽親子資料中

心網站)（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請全程配戴口罩）

講師：陳宥達醫師(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家醫科醫師、「台灣展臂閱讀協會」創辦人) 

參加對象：家有0-5歲幼兒家長

報名方式：掃描QR-CODE報名 /40組親子額滿為止。

 繪本故事活動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在這1920年代的島嶼上，歷史新舊交雜的舞臺上，多元文化

交錯的同時，臺灣人如何用自己的語言與方式，演繹我們自己的

文化與自由，如同臺灣文化協會的菁英-首先由蔣渭水針對「臺灣

知識營養不良症」發表一篇〈臨牀講義－關於名為臺灣的患者〉

打響這啟蒙的第一槍！本次活動本館特別邀請臺灣新文化運動紀

念館開館特刊〈掛號〉編輯群之一陳德娜編輯現身分享，就特刊

的編輯設計及獨特的創作形式，敘說臺灣新文化運動的核心價

值，讓讀者透過與當代的連結，重新認識二十世紀初期的臺灣，

期望再次喚醒對臺灣文化的信念與力量。

講述國家公園概念及透過演講來認識南台灣國家公園之美。

講述國家公園概念及透過演講來認識北台灣國家公園之美。

巧手變變變

智慧樂活e生活-數位美編輕鬆學

智慧樂活e生活-聰明消費、網購輕鬆學

 繪本共讀                    電話：(02)2926-6888 #4211 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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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08/07(六) 18：30－20：30     地點： 4F4045教室

時間：08/04（三）14：00-17：00   地點：本館4045教室

時間：08/11（三）14：00-17：00   地點：本館4045教室

由「林老師說故事團隊」帶領大、小朋友一起來看看居住在森林小溪邊的浣

熊奶奶和小浣熊們的故事。

最近，浣熊奶奶發現一件事，門前的小溪經常漂來許多垃圾，塑膠袋、空瓶

子、罐子、壞掉的雨傘.....各式各樣的東西。浣熊奶奶叫小浣熊們把這些垃圾撈起

來，在溪邊洗刷乾淨、晾乾，收藏起來。於是浣熊奶奶開了一家小小的雜貨店。

電子賀卡製作，特效照片製作。簡單易學又實用～

網購平台介紹，比價技巧，讓生活更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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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訂8月7日（星期六）下午2時至4時邀請明台高級中學林承俊副校

長（林獻堂先生曾孫）

蒞館主講「百年前的浪漫─林獻堂與臺灣文化協會志士」講座，因

配合政府防疫所需，延期至10月30日（星期六）下午2時至4時辦理，造

成不便，敬請見諒！

講座時間異動  電話：(02)2926-6888 #5413 蔡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