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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廣場周邊戶外活動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簡介 聯絡人電話 

闖關競賽遊戲：大堡礁尋寶 10:00-16:00 以大堡礁的珊瑚礁生態為背景，讓參與者瞭解珊瑚礁多樣性的重要。 
企推組/蕭小姐#5401 

企推組/林先生#5414 

開卷有益 惜水有你 節約用水大進擊 10:00-16:00 
親子闖關「省水器材小縱隊 9 宮格立體積木」活動，透過寓教於樂的方式

融入愛護水資源的觀念，共同響應節水行動！ 

企推組/蕭小姐#5401 

企推組/林先生#5414 

閱讀前陷‧守護臺灣地平線 10:00-16:00 
親子闖關活動，運用地層下陷立體簡易教具搭配 QA 問答、現場工作人員的

講解、地層下陷防治展架展示及 Q版 DM閱讀，共同響應支援前陷的行動。 

企推組/蕭小姐#5401 

企推組/林先生#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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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簡介 聯絡人電話 

游戲人間 10:00-16:00 

以動、靜態方式推廣傳統表演藝術，靜態以京劇臉譜彩繪的方式，讓民眾

體驗傳統戲曲美學的內涵；動態則以民俗特技展演呈現梨園子弟扎實的基

本功，來傳遞「游戲人間」之主題。 

企推組/蕭小姐#5401 

帶你摺出一本小書 
10:00-12:00 

13:30-16:00 

帶領參與的民眾體驗一本仿「旋風裝」小書的製作方法，打開對手工書世

界的新視野，欣賞書籍裝幀的美好。 
參考組/簡先生#4217 

閱讀「印記」 
10:00-12:00 

13:30-16:00 

書籍印刷技術展示與體驗製作，以日治時期鹽月桃甫的插畫或宮田彌太郎

的插畫製版後套色印刷。讓民眾能體驗當時的印刷技術及傳統圓盤印刷之

樂趣。 

參考組/簡先生#4217 

免費熱美式咖啡品嚐 
11:00 

15:00 

參加閱讀節活動累積 10 個章，即可排隊兌換布納咖啡提供熱美式咖啡，換

完為止。每場各 100杯 
秘書室/黃先生#6723 

Fun書去旅行+辦證閱讀趣 10:00-16:00 
歡迎大家 Fun 書去旅行，讓知識及美好的事物漂向各方與更多人分享。在

閱讀節辦一張借閱證最應景了！歡迎您來辦證，共享閱讀之樂。 
閱覽組/許小姐#3131 

小木馬的「永續書屋」─ 來和因因呼

玩遊戲 
10:00-16:00 

以甫獲文化部第 44 次中小學生讀物推薦的《全員出動！捕捉風獸因因呼》

繪本為主，並設計互動遊戲及學習單讓讀者了解能源議題。此外，現場並

布置 SDGs相關的童書，提供親子關於「生態永續」的閱讀文本及素材。 

企推組/蕭小姐#5401 

企推組/林先生#5414 

閱讀與讀報體驗 10:00-16:00 
透過閱讀報紙學習邏輯思考、生活知識，達到 108 課綱「學習要結合生活

經驗」的目標。 

企推組/蕭小姐#5401 

企推組/林先生#5414 

戶外環境＋實境解謎的遊戲 10:00-16:00 
卡紙任務交給民眾，解題者以四號公園的地形地貌植被人文，結合生態、

生產、生活之三生共存共好，完成戶外實境解謎。 

企推組/蕭小姐#5401 

企推組/林先生#5414 

人像速寫＋公園寫生 
10:00-12:00 

13:00-16:00 

復興商工速寫隊，提供人像速寫服務。另有師生公園寫生活動歡您親臨藝

術饗宴。 

企推組/蕭小姐#5401 

企推組/林先生#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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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簡介 聯絡人電話 

1. 走入中山樓自然人文藝術世界。 

2. 靜走＋禪繞畫。 
10:00-16:00 

1. 跟著藝術家 Tamas走入自然與人文藝術世界-彩繪中山樓 360 度 VR全

景圖。 

2. Peace Walk靜走轉心-森林療癒禪繞畫。 

中山樓/陳小姐 

2861-6391#105 

1. 閱讀戲劇表演＋帶動活動 

2. 造型氣球教學 
10:00-16:00  

1.閱讀戲劇表演+帶動活動 (每場 50分鐘) 

2.造型氣球教學 

企推組/蕭小姐#5401 

企推組/林先生#5414 

透過 Google的智慧鏡頭，認識植物 10:00-16:00 
1. 透過 Google的智慧鏡頭，認識各種植物。 

2. 透過遊玩來關注森林及認識大自然的重要與永續意義。 
參考組/張小姐#4224 

創意 DIY夾 10:00-16:00 
臺灣有「蝴蝶王國」之稱，攤位現場彩繪蝴蝶圖卡，貼於木夾上， 製作成

創意 DIY夾。 
參考組/陳小姐#4230 

萌萌的灌籃趣 10:00-16:00 快來 FOOD超人攤位展現萌萌的投籃姿勢吧！ 
企推組/蕭小姐#5401 

企推組/林珈玄#5414 

創意手作 DIY 10:00-16:00 創意手作 DIY，光泉飲料盒再利用，做成趣味存錢筒。 
企推組/蕭小姐#5401 

企推組/林先生#5414 

1.桌遊體驗 

2.閱讀永續援外 
10:00-16:00 

桌遊體驗：10:00-11:00 及 15:00-16:00 在完成桌遊體驗活動，可抽好

禮。掃描 QRcode瞭解國合會於國際間執行的永續相關計畫。 

企推組/蕭小姐#5401 

企推組/林先生#5414 

SDGs永續心生活 10:00-16:00 
透過水質監測體驗及趣味遊戲，讓大家更瞭解我們居住的環境，學習如何

從「食衣住行育樂」各層面來實踐永續生活，共同成為改變的起點！ 
採編組/臧小姐#2113 

戲說中山樓-玩、轉 Q獸讚! 10:00-16:00 

1. 認識中山樓 

2. Q獸角色闖關區 

3. DIY手作陀螺(廢棄材料再利用，例:免洗筷、冰棒棍、木材邊料) 

4. Q獸陀螺 PK賽 

中山樓/徐小姐 

2861-6391#113 

生態永續，我很「繪」 10:00-16:00 從 SDGs 永續發展議題出發，錦和中學國二生用繪本呈現對生態永續的理 臺研中心/周小姐#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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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簡介 聯絡人電話 

念，輔以 AR增進互動，並體驗實體與虛擬的交響曲。 

樂山區植栽導覽 

10:30 

13:30 

15:00 

想多瞭解四號公園的朋友，我們在攤位有生態介紹，同時您也可以參與導

覽活動，親眼看看四號公園的生態景觀。每場次導覽 45分鐘、15人。 
秘書室/張小姐#6705 

古早味遊戲闖關 10:00-16:00 
五項古早味遊戲，讓大人回味兒時趣味，也讓小孩體驗古時候的遊戲，親

子共玩，寓教於樂。 
閱覽組/史先生#3512 

環境信託是什麼？自然谷環境信託基

地介紹 
10:00-16:00 

一片土地，開啟一個希望，一起透過互動遊戲來認識「環境信託」的理念

與臺灣環境資訊協會的成果！ 
閱覽組/史先生#3512 

一件好事愛動物-把廢紙捲變成會跳舞

的動物 
10:00-16:00 

利用隨手可得的物品如衛生紙捲，瓶蓋和冰棒棍，畫上喜歡的動物表情，

就是一個生動療癒的可愛動物。 
閱覽組/史先生#3512 

尋龍高手 10:00-16:00 
請看看《動物偽裝大師》，找尋大自然中有保護色的動物；在沙中挖掘考

古，共同完成恐龍化石配對遊戲。 
閱覽組/蔡小姐#3111 

自製保濕乳液 
10:00 11:30 

13:30 15:00 

保濕保養品有什麼成分？那些才有助於保濕呢？一起輕鬆製作自己的保濕

保養品吧！每場次 20人，人滿開課。 
閱覽組/史修竹#3512 

看見臺史博 10:00-16:00 
以文化與科技的結合為核心，將豐富館藏文物藉由數位化與網際網路，完

成館藏公共化之文化平權理念。 
臺研中心/周小姐#3605 

「生態世界任遨遊」—電子書刊聯展 10:00-16:00 
歡迎對生態主題有興趣的讀者和民眾連線使用。專區計有：【植物世

界】、【動物世界】、【昆蟲世界】等主題展區。 

參考組/吳小姐#4211 

參考組/周先生#4216 

SDGs無限翻轉紙環 10:00-16:00 透過動手做無限翻轉紙環，認識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臺研中心/周小姐#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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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簡介 聯絡人電話 

我家門前有小河:「瓦瑤溝」醜泥怪的

故事 

10:30 

13:30 

15:00 

「醜泥怪」繪本說故事活動＋互動遊戲現場發放號碼牌，每場 15-20 人為

限 

參考組/楊先生#4219 

參考組/吳先生#4229 

跟著圖畫書認識氣候議題 10:00-16:00 聽故事、讀繪本、玩遊戲，認識如何減緩氣溫上升，守護地球。 
企推組/蕭小姐#5401 

企推組/林先生#5414 

走讀鳥音-聽見都市中公園的鳥聲音 
08:00-09:30 

14:30-16:00 

鳥類的聲音無處不在，傾聽也是賞鳥的樂趣之一，跟著資深鳥人一起用耳

朵來尋找都市中的鳥音。 
臺研中心/楊先生#3604 

走進香藥草花園 
10:00-11:00 

15:00-16:00 

植物達人在香藥草花園為大家介紹各類香草植栽及其功用。 

請於安樂路公車站牌(823紀念公園站)，香藥草園旁集合，每場 20人。 

 

閱覽組/許小姐#3131 

 

本館活動(館內)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活動簡介 連絡分機 

讓世界更美好－永續發展教育閱讀共

融手語說故事 
10:00-12:00 

B1視障資料中心 

視障研習教室 

以永續發展的繪本為主題，由聾人手語演出、聽人演

繹的方式，採雙講師演出模式。 

採編組/ 

闕小姐#2120 

我們與大自然的對話！聊生態永續/

李偉文醫師主講 
10:30-12:00 4樓 4045教室 

從大自然的角度讓更多人了解生態環境的困境與永續

之重要性。 

企推組/ 

程小姐#5416 

《SDGs：我們想要的未來》/王毓正

教授主講 
14:00-15:30 4樓 4045教室 

SDGs視為「商場上鴻圖大展的魔法」，顧客必定會選

擇利益社會及友善環境的一方，而這也是企業謀求生

存發展的未來趨勢。 

企推組/ 

程小姐#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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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活動簡介 連絡分機 

「一場閱讀的眼球革命：永續、生態

與生活」/方偉達所長主講 
14:00-16:10 

B1視障資料中心 

視障研習教室 
分享永續、生態與生活，開創美好未來。 

企推組/ 

余小姐#5405 

「采風新繹」數位體驗 10:00-16:00 1樓大廳 
歡迎體驗由本館鎮館之寶「六十七兩采風圖」製成的

數位畫布。另外，還有記憶小遊戲，等您來挑戰!! 

臺研中心/ 

張先生#3603 

「采風新繹」/林惠娟教授主講 14:00-16:00 6樓 6030教室 
透過 12幅風物圖，介紹臺灣先民生活中常見的花

卉、蔬果及小動物等，合計 40種動植物。  

臺研中心/ 

張先生#3603 

Journey of the Sea Prince and 

the Princess英語童話故事城堡戲劇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應用英語學系 

15:00-16:00 
B1親子資料中心 

中文繪本區 

「這不是“王子與公主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的故

事”，也不是打敗壞人拯救某人的劇情。 

  想知道海王子與公主這一段冒險犯難之旅發生了什

麼事嗎？我們 12月 3日下午 3點見！」 

閱覽組/ 

蔡小姐#3111 

「閱讀不設限」--永續教育特殊格式

圖書資源主題書展 
09:00-17:00 1樓視障資料中心 

110年徵集製作暨獲授權轉製合作推廣專題特殊圖書

資源書展 

(以客家文化、CRPD及永續發展 3大主題，展示特殊

圖書資源，包含 AR及手語互動系統、視障中心

Gather Town遊戲及客家文化體驗)。 

採編組/ 

闕小姐#2120 

讓世界更美好--永續發展主題書展 09:00-21:00 1樓新書展示區 

透過主題書展及互動遊戲推介讀者認識 SDGs17項指

標及圖書，一起用實際行動邁向永續發展之路，讓世

界更美好。 

閱覽組/ 

蔡小姐#3111 

環保人簡單生活守則-永續發展主題

書展 
09:00-21:00 2樓新書展示區 

環保不一定需要花大錢，也不一定比較沒效率，有很

多環保小行動，不用勞師動眾也能對環境做出貢獻。 

閱覽組/ 

史先生#3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