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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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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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封/畫風：書封設計的斜槓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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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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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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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展覽展出近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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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攝影學會第三十五屆國際影展

新北市廣福書畫推廣協會聯展

日期：08/25～09/05      地點：4F 雙和藝廊（9:00-17:00，週一休館） 日期：即日起～2025/07/31      地點：中研院Open Museum平臺 

日期：即日起～09/11     地點：5F 特展室      電話：(02)2926-6888 #4217 徐小姐 日期：09/08～09/26      地點：4F 雙和藝廊（9:00-17:00，週一休館） 

中國攝影學會係由攝影名師郎靜山創立於民國14年，目

前會員遍佈全臺，其中更不乏多位攝影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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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展覽為第35屆國際沙龍攝影比賽成果，比賽參加

者範圍多達30多國，640人次，作品約2,560幅，得獎作品

約200幅。藉由本次展出，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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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尤以書畫為最令人讚嘆的

國粹藝術。協會長期致力於推廣書畫藝術且會員們更樂意為

傳承民族文化盡一己之力。作品包括詩、書、畫、印及陶

藝、木雕，皆為上選之作。期待能為本展活動帶來多元化,

多面向的參觀領域，敬祈大家蒞臨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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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繞.時尚.IN
日期：09/29～10/09 

地點：1F 臺灣藝文走廊（9:00-21:00，週一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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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文化和歷史作為品牌：〈掛號〉的設計編輯力」專題講座

「進擊的1920-臺灣新文化運動超展開」主題書展
時間：08/24～10/03  地點： 2F、3F新書展示區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時間：09/04（六）14：00－16：00                         

參加方式： 線上報名/採線上視訊會議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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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講：陳德娜(文化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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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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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2（三）搶救地球

09/29（三）這一生至少當一次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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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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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者優先入場，報名請掃QR。

「生命和平．地球永續」環保電影影展

報名連結

 2021環保星期三電影活動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政府出版品推廣講座／主題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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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幻類影展》         電話：(02)2926-6888 #3104 陳小姐主題電影院

09/02(四)
在黑暗中說的鬼故事
Scary stories to tell 

in the dark

在美國米爾谷小鎮郊外的陰森豪宅內, 莎拉將她受盡折磨的人生寫成
了一本恐怖故事書。多年後, 史黛拉(柔伊瑪格麗特科萊蒂 飾)跟她的
朋友們來到這棟傳說中的廢棄鬼宅探險, 史黛拉發現了故事書並帶回
家閱讀, 書裡出現了「稻草人哈洛」、「蒼白女」等等各種傳說中的
恐怖鬼怪。在她看完第一則故事的隔日, 她的朋友湯米(奧斯汀亞伯
姆 飾)竟離奇失蹤, 而史黛拉意外發現恐怖故事的主角也叫湯米! 一
篇篇驚悚駭人的鬼故事開始逐漸成真......

片長107分

[英]

09/09(四)

限時特工
Out of time

庫柏米勒是時間座標在1950年的星際特工, 工作是逮住破壞星際秩
序的外星人。在追捕行動中, 利用時光旅行穿越時空來到現在的地
球, 女警麗莎是他唯一認識且信任的地球人, 這對臨時搭檔要在有限
的時間內將三個外星人緝捕到案, 否則將會有蜂擁而上的外星人穿過
蟲洞來到地球......

片長93分

[英]

09/16(四)

超能追緝
Mortal

一位神秘男子身上, 擁有不可思議的力量。他能讓碰到自己的人自
燃, 能讓整個空間天崩地裂, 還能召喚雷電。某天, 他發現這些無法
解釋的力量, 可能源於北歐的雷神神話, 他便踏上尋找真相的旅途, 
卻在途中被各方勢力追殺。究竟他能否找出神秘力量的真相?

片長104分

[英]

09/23(四)

超自然戰場
The wind walker

改編自同名小說風行者。為了尋找消失無蹤的父親, 他將發現出乎人
意料的真相...... 二十五年前, 美國最受歡迎的作家傑克文森特走進密
西根州北部的黑暗樹林, 寫下了他最偉大的一本書風行者, 但他再也
沒踏出那片森林。二十五年後, 他的兒子小傑克決定展開一場眾所皆
知的冒險, 完成他父親未竟之業, 但是命運帶來的衝擊, 已超越文字
所帶來的想像......

片長89分

[英]

09/30(四)

魔法禁界
Abigail

艾碧嘉居住的城市, 在多年前由於某種神祕傳染疾病盛行, 而被政府
封鎖。她的父親, 曾是其中一位患者, 並在艾碧嘉6歲時被帶走。艾
碧嘉長大後為了救出父親, 一路反抗權威勢力, 卻在抗爭過程中, 發
現他們的城市曾經充斥著不可思議的黑魔法, 而傳染疾病只是政府
為了消滅巫師所編造出來的假事件, 他們的政府從頭到尾只是囚禁
他們的人! 同時, 艾碧嘉體內 巨大的魔法力量被喚醒, 這也引起政府
的注意, 並下令逮捕她, 艾碧嘉究竟能否逃過一劫並 救出她父親呢?

片長110分

[英]

播放場次及時間：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每場僅供35人觀賞)

★提醒您依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溫蒂的幸福劇本
時間：09/25(六)  14：00－17：00(13:30開放入場)     地點：1F 簡報室 

片長93分鐘 

*放映前30分鐘開放自由入座(採梅花座)，身心障礙者優先入場，額滿為止*

導賞人：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從小患有自閉症的溫蒂，父母雙亡後被姊姊送到特殊教育的教養院，

希望可以訓練她有基本的謀生能力。殊不知溫蒂寫作能力突出，早已創作出

一部驚天動地的劇本。某天她從電視上看到派拉蒙影業正在公開徵求電影劇

本的廣告，從來沒出過遠門的溫蒂，決心踏上長途跋涉之旅，在截止日期前

將自己的創作劇本送到好萊塢！一段即將改變她一生的旅程就此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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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樂活e生活--隨手拍「微影片」
時間：09/01（三） 14：00－17：00     

智慧樂活e生活-聰明消費、網購輕鬆學
時間：09/08（三） 09：15－12：15    

行動載具雲端悠遊樂--Fun 心自助旅行
時間：09/08（三） 14：00－17：00    

智慧樂活e生活-- Instagram好好玩
時間：09/22（三） 14：00－17：00     

行動載具雲端悠遊樂--舊時光－滿滿回憶微影片
時間：09/29（三） 14：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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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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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4F 4045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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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了幾個月的在家學習，終於要重新回到學校，小朋

友是不是覺得既期待又很緊張呢?為了與小夥伴們一起並肩

作戰，迎接新的學期，我們在9月準備了一系列「為愛閱讀」

推薦繪本好書，有大家熟悉的作者宮西達也、郝廣才、劉伯

樂、白希那、安野光雅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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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愛閱讀
日期：09/01～09/30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網站    

 線上繪本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臺灣學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4221 陳先生

蔬菜好朋友   時間：09/03（五）18：30－20：30  地點：4F 4045教室 

巧手變變變   時間：09/18（六）10：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小小名偵探   時間：09/25（六） 18：30－20：30  地點：4F 4045教室 

從小在都市裡長大的莉莉，從照顧植物開始，學習和不同的植物說話……。

居住在森林小溪邊的浣熊奶奶和小浣熊們，一起來看看浣熊奶奶的雜貨店……。

動物園發生什麼事？水獺的早餐怎麼會常不見呢？一起來幫保育員想辦法吧。

終結句點王．online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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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講：宋怡慧（丹鳳高中圖書館主任）

本書是賴佩霞老師沉潛多年的作品。她以已故美國心理學

大師馬歇爾‧盧森堡開創、造福數百萬家庭的「非暴力溝通」

（nonviolent communication）為基礎，一步步為讀者引介一套

非常成功有效的溝通方法。盧森堡博士自己就曾經用這套神奇

方法，協助過無數家庭、企業、團隊甚至國家之間消弭衝突，

打造健康和諧關係。就讓怡慧老師帶著你，讀出生活中的美好

語言，找回原本就屬於你的自在、坦然、快樂人生。

 線上讀書會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臺灣文化協會100週年紀念特別講座

文協時期臺灣女性的身影﹙1921-37﹚

教案影音剪輯工作坊

歡迎加入學習行列！68期終身學習研習班招生中！

時間：09/11 (六) 09：30－12：20      地點：4F 4045教室

主講：許雪姬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今年的10月17日，是臺灣文化協會成立滿100週年的特殊日

子。在過去近30年間，伴隨各式各樣的檔案、報刊雜誌、專書、日

記及私文書等資料的公開與出版，我們終於能更客觀地描繪這場臺灣走向現代社會過程

中至為關鍵的啟蒙運動。然而，長期以來的研究成果，卻始終圍繞在男性主導的政治、

啟蒙、民族、農民運動、文化活動及其分裂等面向。臺灣女性在這場啟蒙運動中究竟扮

演什麼角色，他們對這場運動有什麼看法？本次講座，就讓我們來重新認識1920至30年

代臺灣女性投身啟蒙運動的身影。

課程簡介： 威力導演剪輯/後製影片等操作教學。

參加對象：   凡對課程主題有興趣之現職教師、代理教師、代課教

師、兼任教師、實習教師、師資培育生及教學支援工作

人員，歡迎報名參加。  

活動時間： 第一場：09/06（一）初階13:00-16:00

 第二場：09/14（二）進階13:00-16:00

活動地點： 線上直播課程

※ 注意事項：採事先報名制，開課前二週以email提供報名學員課程素

材、課前影片等資訊。上課請自備電腦、耳機、麥克風。因應疫情，

本活動以線上報名為主，講座詳情請掃描QR碼

新課程「漫畫輕鬆畫」週四﹙10:00-12:00﹚劉宗銘老師 授課

報名方式﹙視疫情滾動報名時間，詳見本館網頁﹚

1. 第一階段網路報名︰110年9月7日(二) 10時起至9月12日(日)24時止。

2. 第二階段現場報名︰110年9月16日(四)起至9月24日(五)止。

﹙開課前尚有名額，採現場報名與繳費﹚

3.瑜珈課程及彼拉提斯課程：每人各限報名1班。

※注意事項：課程以實體上課為主﹙若須配合防疫政策，標註●班級

改為線上課程﹚                                                     

繳費方式：

現場教費或匯款繳費﹙詳見招生簡章﹚

網路報名，請自行檢視本館正取名單，於期限內繳費。

簡章索取：本館1樓服務臺、本館網站/活動訊息/研習班查詢。

 發展各領域課程計畫                    電話：(02)2926-6888 #4211 吳小姐

 終身學習研習班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與作家有約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主講：黃作炎（作者、曾任中天電視臺企編、華衛旅遊臺製作人） 

人口兩千七百萬的北歐並不算大，卻是世界公認最發達的

地區。享譽世界的導演英格瑪柏格曼、鬼才拉斯馮提爾、怪才

洛伊安德森，皆是出自北歐。在這些導演的鏡頭下，觀眾也得

以認識到北歐社會的複雜性與不完美，而不只是先進美好的那

一面。

本書也深度剖析赫爾辛基、哥本哈根、奧斯陸、斯德哥爾

摩各大城市，著重文化廣度與歷史深度。在疫情期間無法出國旅行，透過作者網羅北

歐各國的美食、住宿、交通、流行娛樂，將世界級自然美景與古城遺跡盡收眼底。

主講：思葒（S編） 

主講人以自身經歷和你她一路走來的職場思維，以及培養軟硬實力的訣竅，在夢

想道路上如何踏好自己的每一步。思葒（S編）臺灣首位自媒體專屬社群顧問。S風

格社群工作室創辦人、《讓思想去旅行》音頻節目主持人、風格思維學院創辦人、職

涯．個人品牌講師、創作者爆米花計畫PPCC創辦人。

主講：陳雪如

你對「談判心理學」有興趣？透過主講人的演講引導，瞭解如何得到你想要的，

同時滿足對方需求，順利達成雙贏的結果。

《光影北歐──跟著電影去旅行》

你值得更好的夢想

你的溝通必須更有心機

時間：09/17（五）14：00－15：30      地點：4F 4045教室

時間：09/23（四）15：00－17：00  地點：線上閱聽 

時間：09/24（五）18：30－20：30      地點：1F 簡報室

主講：鍾頡（營養師）

隨著年紀增長與生理機能退化，常發生衰弱與肌肉減少的問

題，是一連串惡性循環的開始。讓我們跟隨專業的營養師從日常

飲食的小細節開始，養出肌力好生活。

新肌力人生 營養不可少
時間：09/29（三）09：30－11：30     地點：4F 4045教室

共讀書籍：

《我想跟你好好說話：賴佩霞的六堂「非暴力溝通」入門課》

時間：09/14、09/28（二）19：40－20：40    

頻道：國立臺灣圖書館YouTube頻道

 營養健康專題                   電話：(02)2926-6888 #4211 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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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的海洋  如何吃魚?  吃出年年有魚

相伴走過人生風暴—《神偷奶爸Ⅲ》

守護森川里海岸  探索螃蟹生態習性

時間：09/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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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名，如有名額，開放現場報名參加。

時間：09/18（六）14：00－17：00     

地點：1F 簡報室（13:30分報名者可優先入場） 

時間：09/11（六）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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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名，如有名額，開放現場報名參加。

主講：林勝吉(社團法人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推廣課程講師) 

主講：林勝吉(社團法人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推廣課程講師) 

海洋漁業資源持續枯竭，據研究顯示，若不積極改善海洋過漁狀況，在2048年我

們面臨無野生海魚可吃。而我們因如何從餐桌的海鮮選擇也能保護到我們海洋。就從

愛上吃魚開始吧！
主講：吳庶深（北護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副教授、生命教育學者暨影評人)

每年8月是個感恩的日子，8月8號父親節是子女對父親表達

愛與感謝的節日，但是成為一位好父親並不容易，要面對生活中

不同的困難與挑戰。神偷奶爸格魯面臨失業及中年危機，加上小小兵團的背叛，內心

感到孤單無助，覺得自己是個失敗者，人生毫無意義。太太與女兒的支持、兄弟德魯

的陪伴，如何讓神偷奶爸重拾信心，成為全家崇拜及疼愛的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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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海洋生態環境保育已經從單一的海洋保育變成森川海的共同保護，而螃蟹

正是這些環境的生態指標之一，就讓我們一起來探索螃蟹有趣的生態習性與生存所面

臨的問題，就讓我們一起守護自然環境，別讓螃蟹不開心。

報名連結

瘋什麼科幻
時間：09/25（周六）09：00－15：30     

開幕式 09：00－09：15  由重量級科幻作家黃海老師開幕

第一場 09：15－10：30  主題：臺灣科幻創作的現在與未來  

 講師：林健群（教授） 雲山（作家）卡巴（作家）

         石林散人（作家）洪‧里本斯坦（作家）

第二場 10：40－11：50   主題：激盪科幻創作火花的「衝突」之旅 

 講師：江宗凡（作家） 李丞媛（策劃人） 

第三場 13：30－15：30   主題：科幻宅窩桌遊！ 

 講師：林威廷 （中華科幻學會理事） 

活動地點： 線上直播課程

※因應疫情，本活動以線上報名為主，講座詳情請掃描QR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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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科幻講座                                  電話：(02)2861-6391 #117李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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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作家有約                         電話：(02)2926-6888 #4211 吳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