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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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買魚吃魚是一件輕鬆平常的事情，但你能說出所吃的魚的真正滋味嗎?這盲點

要如何突破?讓我們真正懂魚，吃出健康、吃出永續、吃出生活的新思維。

時間：3/18（六）09：30－11：30      地點：4F 4045 教室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人數開放60名，如有名額，開放現場報名參加。  

報名連結

報名連結

報名連結

會議連結

會議連結

報名連結

時間：1/13（五）14：00－15：30    地點：4F 4045 教室  

主講：楊斯棓 (醫師、暢銷書作家)

‧注意事項：全程臺語演講，需事先報名。

時間：1/14（六）09：30－12：20    地點：4F 4045 教室  

主講：戴寶村 (政大臺史所退休教授)

‧本場次 實體-線上同步進行(均提供3H公教時數)

‧實體場於本館4F4045教室，限70人(備取10位)

‧線上場採 google meet，限500人。

時間：3/4（六）09：30－12：20      地點：4F 4045 教室  

主講：林玫君 (臺師大體育系教授兼學務長)

‧本場次實體-線上同步進行(均提供3H公教時數)

‧實體場於本館4F4045教室，限70人(備取10位)

‧線上場採 google meet，限500人。

時間：2/10（五）14：00－15：30    地點：4F 4045 教室  

主講：陳柏樺 (臺灣事實查核教育基金會研究員)

時間：1/11（三）14：00－15：30    地點：4F 4045 教室  

主講：陳秀惠 (本書總策畫、曾任行政院性評委員)

時間：3/17（五）14：00－15：30    地點：4F 4045 教室  

主講：林芬郁 (本書作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兼任助理教授)

親 子 活 動講 座

利他的人生經營學-從《人生路引》出書前談起 山地踏旅到文化路徑

臺灣女性登山史

品魚嚐鮮新思維

假訊息滿天飛，現代公民如何接招？

－淺談「事實查核與媒體素養」

《女人屐痕》

《公園地景百年流轉》

閱讀講座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臺灣學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610 徐先生 親子影片欣賞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故事童樂會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繪本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繪本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科普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604 楊先生

與作家有約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臺灣國土三分之二為山地，主要是南島語系原住民的生活領

域，早期只有近山墾殖先民會稍涉足山林。十九世紀後期臺

灣開港通商，西方人居於獵奇心態而深入山地。1895年日

人治臺之後對臺灣的新地異人進行調查研究，留下豐富的資

料。戰後以來從山林資源開發到生態保育休閒旅遊，認識山

林登山健行更漸蔚為風氣，各種出入山地或橫越山嶺的路徑

具有豐富的歷史人文元素，將可配合世界潮流，形構臺灣特

色的文化路徑。

楊醫師跟不少「利己主義者」打過交道，看著

他們人生漸走下坡，唏噓不已；或雖然人前光

鮮亮麗，人後卻內心空虛，撐「人設」撐得辛

苦異常。但奉行「利他主義者」卻多半身心健康，輕鬆面對世

人世事，楊醫師借由《人生路引》一書，繼續深談「利他的人生經營學」。

資訊爆炸的年代，各種真假的訊息，怎樣才能聰明不受騙？帶

您練就判讀訊息真偽的「防身術」，增強對假訊息的抵抗力，

提升媒體素養、達成群體免疫，和假訊息說Bye Bye！

《女人屐痕-臺灣女性文化地標》紀錄在臺灣歷史上無法被抹滅

的女性開拓性者，鋪陳出一張重要的臺灣女性文化活動地圖。

本書透過實地田野考察與資料蒐集，一一重現17座公園的歷

史與現況。作者為地理與歷史雙學科背景，引領讀者翻閱百

年來的地圖、都市計畫圖、報刊、文獻、明信片、照片，讓

我們能對臺北公園的地景風貌與歷史脈絡有更多認識。

臺灣多山，登山理應不是困難的事，但清治時期人

們的登山活動並不盛行，直到日治時期才打開通往山林之路。其中，女性登山尤其特

別，女學生登山的消息屢屢登上新聞版面，成為特殊的時代現象。本講座介紹日治以

來臺灣女性登山的歷史，帶領大家認識登山史的另一面向。

跳啊跳，好運兔來報到，新的一年又來囉！可愛的兔子經常是繪本故

事裡的主角!有生動描繪日常，令家長心有戚戚焉的《愛說不要的兔

子》；面對未知，邁開步伐，展開一場冒險旅程的《再勇敢一點》；還

有一隻大壞狼不畏挫折、絞盡腦汁要抓到兔子的《如何抓到兔子？

》…。想知道還有哪些有趣的兔子繪本嗎？歡迎大小朋友和我們從當

月繪本主題書展中一起好運兔MUCH，快樂迎新年。

提到波蘭，除了耳熟能詳的居里夫人、蕭邦、哥白尼三大名人外，在

小小孩的繪本世界中，還有《地圖》、《蜜蜂》…等許多好看的波蘭

翻譯繪本喔。112年2月親子資料中心搭配臺北國際書展，以波蘭作

者出版的繪本為主題，挑選一系列好書，歡迎親子一起到館賞讀。

一場大洪水即將來臨，對陸地上的生物們來說，如同世界末日的來

臨。幸運的是，巨型方舟建造已完成。可以拯救陸地上的所有動物。

方舟啟航前，菲尼跟莉亞兩個小孩子在方舟上追逐，不小心掉出了

船外。當諾亞方舟已經出航走遠，戴夫和海柔才發現孩子已失蹤，他

們必須拋開歧見，合力救援他們的小孩。

年齡、個性和居住地都不同的三名女性，都陷入對人生迷惘的階

段，看不清楚夢想中描繪的未來，這時，引領她們相遇的竟是「小魔

女DoReMi」!? 和小魔女DoReMi一同踏上「飛驒高山、京都、奈良」

的旅行......三人度過一段有笑有淚、互相扶持的珍貴時光，這時才發

現，原來小魔女們無論何時總是在自己的身旁。

與祖母同住、不良於行的少女「喬瑟」，因為熱愛繪畫與書籍，讓她

能以天馬行空的想像力，活在自己所構築的世界當中。專攻海洋生

物學的男大生「恒夫」，為了能出國留學，而努力打工實現願望。某

夜，兩人因為一場有驚無險的意外而相遇。兩人逐漸看見彼此不為

人知的面貌時，彼此心的距離也為之貼近。

《文化部44次中小學讀物選介》書展來囉！在「圖畫書類」獲獎好

書部分，有台文+中文書寫方式呈現的《熱天的時陣》、美好動物園

有位袋鼠大廚為動物們精心準備餐點的《美好食堂》，以及讓人們

感到很好奇，到底是哪裡發出可怕聲音的《啊啊啊!》……。想知道

還有哪些好書獲得殊榮嗎？歡迎大小朋友到圖書館來感受這些精彩繪本的圖文魅力喔。

小兔子跳跳

波蘭繪本

文化部44次中小學讀物選介日期：1/3～1/31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日期：2/1～2/28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日期：3/1～3/31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1/04（三）△ 蘋果咻咚! / 素娥 阿姨 

                    ▼ 年獸來了 / 蘋果 阿姨       

 1/11（三）△ 一吋蟲/ 鳳梨 阿姨

                    ▼ 艾飛不見了 / 繼英 阿姨         

 1/18（三）△ 滑雪小兔 / 櫻桃 阿姨 

                    ▼ 歡樂過新年/ 梅德林魔法師 

 2/01（三）△ 你在想什麼？ / 繼英 阿姨  

                   ▼ 粉紅樹 / 蘋果 阿姨          

 2/08（三）△ 小班長得不一樣 / 素娥 阿姨

                   ▼ 巫婆奶奶 / 鳳梨 阿姨         

 2/15（三）△ 短耳兔 / 櫻桃 阿姨 

                   ▼ 丹妮拉也想當海盜 / 蘋果 阿姨 

 2/22（三）△ 我不吃手手了 / 兔子 媽媽 

                   ▼ 蛀牙了，怎麼辦？ / 梅德林魔法師師 

 3/01（三）△ 親一下小鱷魚 /素娥 阿姨姨  

                   ▼ 上什麼樣的學校好呢? / 蘋果 阿姨        

 3/08（三）△ 我做得到 / 圈圈 阿姨

                   ▼ 世界不是方盒子 / 圈圈 阿姨         

 3/15（三）△ 愛擔心的大兔子和勇敢的小兔子 / 櫻桃 阿姨

                   ▼ 想放屁怎麼辦？ / 梅德林魔法師 

 3/22（三）△ 勇敢的克蘭西 / 鳳梨 阿姨 

                   ▼ 奶茶好好喝 / 鳳梨 阿姨 

 3/29（三）△ 停電了 / 繼英 阿姨 

                   ▼ 富貓窮貓 / 蘋果 阿姨 

1月聽故事時間 

2月聽故事時間 

3月聽故事時間 

時間：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 B1    

對象：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活動前 15 分鐘開始進場） 諾亞方舟出航去

喬瑟與虎與魚群

尋找小魔女Doremi

時間：1/14（六）14：00    地點：1F 簡報室

時間：2/11（六）14：00    地點：1F 簡報室   

時間：3/11（六）14：00    地點：1F 簡報室

‧活動當日下午13：45開始請至1樓簡報室領取號碼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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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優先取票。活動請全程配戴口罩。

01

交通方式

樓層指引及開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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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一及國定假日休館

 樓層 服務區域 週二-週五 週六-週日

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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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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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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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F

中文圖書區1、5-9 (人文、社會科學類)
新書展示區

9:00 - 21:00

市民教室 9:00 - 21:00

自修室、行動裝置座位區 8:30 - 21:00

2F

中文圖書區0、2-4 (總類、科學類)
外文圖書區、視聽資料區、多元文化資源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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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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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國際會議廳、餐廳、樂學室、地下停車場

B2-3 地下停車場

FB粉絲團 臺圖官網訂閱電子報

 片長98分鐘 [日]

 片長92分鐘 [中]

 片長82分鐘 [英]

報名連結

時間：2/25（六）13：30－16：30         地點：1F 簡報室

主講：吳庶深（國立臺北健康護理大學副教授）

《今天不回家》?—今天我想回家 !

「愛，需要學習！」情感教育電影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4211 吳小姐

每逢連續假期很多人會返鄉回家，與家人見面度過美好的時

光，卻還是有些人望著家的方向卻不回家，感覺到家庭的氣

氛有時候不是和平的，甚至是衝突的，究竟

是何原因，讓這些人有家卻『不回家』呢? 

家庭中可能發生情感的衝突與傷害，我們如

何積極的面對呢?

1/21-1/25（除夕-正月初四）休館
借閱圖書資料及預約書取書期限在112/1/20-1/31到期者，

歸還日期及取書截止日一律展延至112/2/1。

詳見官網查詢

春節調整服務公告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



跨時代發明的永生技術-將思想轉移到新的身體上-問世之後，開發

者布里琪發現，其中一個原型有著重大的缺陷，準備要將研究成果

下架時才意識到，她已經踏入一場生死交關的非法交易......。

七位多年好友與夫妻檔，相約共進晚餐，女主人突然提議來玩一場

「公開手機」的遊戲。這晚所有傳來手機的內容，都必須公開唸出

來，一場腥風血雨的「坦誠遊戲」就此展開......。

一對姐妹受困於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馬來西亞戰俘營，獨自逃出生天

的姐姐始終對殞命的妹妹自責不已。數年後，她決定向優秀的日本

園藝師中村有朋學藝，卻對他漸生情愫，一段不被世人允許的淒美

動人愛情故事就此展開......	。

 片長120分鐘 [英]

 片長120分鐘 [德]

 片長106分鐘 [英]

   片長94分鐘 

   片長86分鐘 

   片長93分鐘 

‧B1演藝廳座位計有500席，影片放映前30分鐘開放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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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分級說明：(1)普遍級：一般觀眾皆可觀賞。(2)保護級：未滿六歲之兒童不得觀賞，六歲以上未滿十二

歲之兒童須父母、師長或成年親友陪伴輔導觀賞。(3)輔12級：未滿十二歲之兒童不得觀賞。(4)輔15級：未

滿十五歲不得觀賞。

‧1F簡報室座位計有75席，視障者優先入場，13:40開放入場，額滿為止。全程中文口述電影影像及旁白。

臺灣北海岸藝術協會會員聯展

生命光影－黃光男的創思旅程  手稿文獻書畫展

2023臺北粉彩畫協會傑出會員聯展

【影像文學之旅】影像裝置展

繪本旅人

衷河：漫溯時光河—中和高中采風成果展

2023台北國際書展

112年好書交換活動

購物成癮！？ 大掃除的方法
攔截永生碼

1月  動作片影展

2月  生活系列影展

3月  情愛系列影展

親愛陌生人

夕霧花園

印象波蘭

Write  Precisely

打開溝通力

地球之腎－濕地

113年1-6月雙和藝廊、臺灣藝文走廊展覽檔期開放申請

日期：1/4～1/18      地點：4F 雙和藝廊

日期：1/31～2/12      地點：4F 雙和藝廊

日期：3/2～3/12      地點：4F 雙和藝廊 

日期：3/15～3/25      地點：4F 雙和藝廊 

日期：2/15～2/25      地點：4F 雙和藝廊

日期：3/31～4/30      地點：1F 臺灣藝文走廊

日期：1/31～2/5      

地點：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一館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五號1樓)

日期：1/14（六）10：00-16：00   地點：B1樂學室

詳見官網查詢

日期：1/3～1/30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日期：1/3～1/30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時間：1/8 (日) 14：00      地點：B1 演藝廳

時間：2/19 (日) 14：00      地點：B1 演藝廳

時間：3/26 (日) 14：00      地點：B1 演藝廳

日期：1/31～2/27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日期：1/31～2/27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日期：3/1～3/27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日期：3/1～3/27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臺灣北海岸藝術協會成立於2016年，是全國性的人民團體，

起源是由幾位「宏廣卡通公司」的背景師，因聚會於北海岸

的金山小白屋，協會因而命名誕生。協會從創立以來已經連

續五年舉辦會員聯展。參展的會員來自不同的藝術領域，有

油畫，水墨，水彩，攝影，雕塑，陶瓷，壓花，等呈現多元

樣貌。歡迎您的蒞臨指導，絕對值得您細細品味。

黃光男教授是臺灣重要的水墨藝術家，人文傳統功力深厚且

具現代水墨創新特質，風格獨特。本次展覽黃光男捐贈的手

稿及相關物件，加上精采的書畫作品，讓民眾更全方位地

認識黃光男的藝術行政歷程、藝術教育理念、人文關懷思想

等，藉此顯現臺灣文化與藝術的「光」影。

臺北粉彩畫協會創會於2007年，以推廣臺灣粉彩藝術為宗

旨，為教育與培養新銳人才，2009年起於全國各地舉辦傑出

會員聯展。此次展出作品包含靜物、人物、動物、風景等題

材，內容豐富，表現多樣，每幅畫都是精品且具獨特風格。

影像不單只是影像，影像已朝文學之路邁進！本展覽由8位視覺藝術家攜手合作，

透過影像表達對生活的感受與內心的思維。將以往文人抒發情感所用的詩、詞、

歌、賦等不同文體，轉而以「影像」的媒材來呈現。將8段故事用影像書寫出生命

篇章。此外，藝術家致力於探索影像的可能性。運用「看得見的影像」注入那「看

不見的文學思考」；運用構建的「影像群」引發腦內的擴散式思考。敬邀您一同參

與這場探索影像文學的旅程！

旅人們有著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夢想。相同的是堅持在創作

的路上，以自己的方式讓作品發光發亮。旅人們帶著自己的

心，走過一個又一個不同的旅途。沿途所見的風景，如歷經

沙漠的乾涸，或在不見盡頭的海上晃盪，從眼中映入心裡，

再經由雙手創造呈現，一幅幅心中的景緻。上路吧！歡迎你

我一起探訪繪本想像旅程，一起和心中的旅人對話。

中和高中學生以國臺圖豐富的館藏資源為起點，沿著時光之

河，為您訴說中和區關於河川、移民、建築的故事。

2023台北國際書展於1月31日至2月5日盛大舉行。本館展位位於綜合區

D503，本次將以「愛與和平：永續未來」為策展主軸，歡迎大家參觀。

雙11、感恩節、雙12、聖誕節、元旦、農曆新年、情人

節……

世上有N個購物節，你也會隨著節慶大肆買買買嗎？

人為什麼會有衝動購物這種「症頭」？

請到「購物成癮!?」專區，讓我們一起了解人的購物本能，

然後，丟掉你的罪惡感，成為更好的消費者吧！

歲末年終正是除舊布新的好時機，

再忙也要把房間和書桌統統整理乾淨，

更別忘了把這一年累積的煩心事通通倒掉！

大掃除的事千頭萬緒，如何有效去蕪存菁？

且看我們為你準備的「大掃除的方法」！

你對波蘭有什麼印象？

鋼琴詩人蕭邦、諾貝爾獎得主瑪麗．居禮？

與共產主義抗爭實現民主化轉型？

波蘭的成就不只在音樂、科學領域與追求民主廣為人知，

建築上也因為民族與歷史因素，擁有多元的建築特色，

在文學上，奇幻小說《獵魔人》與詩人辛波絲卡是我們對波

蘭文學的初步印象。波蘭還有那些我們不知道的故事？

「印象波蘭」邀請你一起來看看她的百變風貌與豐富內涵！

還在為讀書心得、小論文、自主研究報告傷腦筋嗎？

這裡有些實用的寫作及資料視覺化技巧，

可以幫你更準確、流暢的表達自己的想法。

不僅如此，「Write precisely」為你精選的書，

或許還能在你寫備審資料時派上用場。

一個眼神、一個手勢、一句話、一首歌、一杯茶……

可能讓人感到溫暖開心，也有可能令人難過沮喪，

溝通的方式百百種，為何結果卻大大不同？

溝通技巧不是與生俱來的，卻可以透過學習而得，

打開書本，打開你的「溝通力」吧！

　　濕地是鳥類、魚類、甲殼類及其他野生動物的棲息地，

也是地球上生產力最豐富的生態系之一，全球有百分之四十

的受威脅或瀕臨絕種的生物物種必須依賴它才能生存。

　　濕地最直接的功能在於生態繁衍、防洪與淨水，與沿海

的人類聚落及文化的發展更是息息相關，濕地為什麼被叫做

「地球之腎」？就讓本次書展來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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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上半年度展覽場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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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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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藝文走廊 電話：(02)2926-6888 #3605 周小姐

2023台北國際書展 電話：(02)2926-6888 #5401 蕭小姐

112年好書交換活動 電話：(02)2926-6888 #2108 王小姐

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青少年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假日電影院 電話：(02)2926-6888 #3514 陳小姐 主題電影院 電話：(02)2926-6888 #3514 陳小姐

電影聽賞活動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展覽場地申請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影 片 欣 賞展 覽

鄰危不亂

大象與蝴蝶

欲蓋彌彰

時間：1/7（六）14：00-17：00      地點：1F 簡報室

時間：2/18（六）14：00-17：00      地點：1F 簡報室

時間：3/18（六）14：00-17：00      地點：1F 簡報室

知名演員丹尼爾，坐擁柏林精華地段的雅痞風公寓，還有美麗的

老婆與一對可愛的子女，在他四處旅行拍戲時乖巧守候。宛如人

生勝利組的日常，卻在他準備飛往倫敦參加重要試鏡的這天起了

變化，人生是否真如他以為的完美，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安東下定決心要面對自己的過去，他造訪了卡蜜兒的家，與曾深

愛過的人重逢，但她身邊已有個小女孩艾莎。卡蜜兒正有重要行

程準備出門，把女兒請託給安東，和小女孩共度了他最難忘的夏

天，也解開了他心中最放不下的祕密。

一名任職於美國《新共和》雜誌的年輕記者史蒂芬葛拉斯，醉心

於追求名利，無所不用其極在短時間內成為炙手可熱的記者，卻

被揭發他過去的報導內容不實：在他所負責的41篇報導當中，竟

有27篇是捏造出來的假新聞！

導賞人：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1/05 特警7人組 Wild 7  片長109分[日]   

 1/12 狙擊獵殺.救援行動 15 minutes of war  片長98分[法]

 1/19 太陽不會動 The Sun stands still 片長110分[日]

 2/02 陪你玩最大 Le meilleur reste venir  片長118分[法]  

 2/09 親愛的男丁格爾 In the light  片長82分[西]

 2/16 明太子夫婦 <幸福奇蹟> めんたいぴりり 片長115分[日]

 2/23 共享寶寶 Babysplitters 片長119分[英]

 3/02 怪胎  i WEiR DO  片長104分[國]  

 3/09 最後的情書ラストレター  片長120分[日] 

 3/16 就愛斷捨離 Happy Old Year 片長113分[日]

 3/23 點燃愛 Faith, hope & love  片長106分[英]

 3/30 愛上費加洛Falling for Figaro 片長104分[英]

主講：宋怡慧（丹鳳高中圖書館主任）

頻道：國立臺灣圖書館YouTube頻道

終結句點王˙online讀書會

友間聊癒室
FB粉專

友間聊癒室
Podcast

友間聊癒室
YouTube頻道

終結句點王
YouTube頻道

阿弘開講  主講：楊聖弘（心理諮商師）

‧每月第1、3週週五更新

以心理師的角度選書，為您簡單導讀，並透過經驗分享及交流，案例分析，讓您快速讀

懂書、找重點、應用在生活上。

巧瑜伽 恰恰恰  主講：Chacha老師（資深瑜伽老師）

‧每月第2及第4週週五更新

Chacha老師數十年瑜伽教學經驗，以瑜珈靜心課程結合當月主題，幫助聽眾解除壓

力，並配合瑜伽小學堂單元，介紹各種瑜伽好物及相關知識。

2月共讀書籍：《恆毅力的七堂課》

2月共讀書籍：《用書打怪：閱讀是不敗的人生打怪力》

1月共讀書籍：《你的夢想可能有點風險：

YouTuber 六指淵，帶你找到屬於自己的人生副本》

3月共讀書籍：《愛的練習簿 : 寫給爸媽們的5堂親子溝通課》

「阿弘開講」Podcast/YouTube同步上架時間：2/3、2/17

「巧瑜伽 恰恰恰」Podcast上架時間：2/10、2/24

時間：2/14（二）19：40-20:40

「怪」在本書取其在神話傳說中的「妖魔鬼怪」的含意。

它放到人生系統，通常會被歸類於反派角色，是破壞主角

前往英雄之旅的障礙。然而人生路上的「各種怪」何其

多？怡慧老師說：「閱讀是人生闖關打怪的安靜旅伴，更

是打怪路上強助攻的神隊友。」

2月的讀書會，號召神隊友，來閱讀，狂刷人生副本!!!

時間：1/10、1/31（第5週）（二）19：40-20:40

只是想躺平，沒興趣、沒目標、沒夢想；只會打電動，天資差、資源少、被看衰！

25歲的六指淵說：「想做甚麼就大聲說，全世界都會幫你！」

1月的書會，我們一起探索夢想，邁向自主學習，找到屬於自己的人生副本。

「阿弘開講」Podcast/YouTube同步上架時間：3/3、3/17

「巧瑜伽 恰恰恰」Podcast上架時間：3/10、3/24

YouTube / Podcast

友間聊癒室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線上讀書會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