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 年臺灣閱讀節系列活動
活動日期：106.12.2-12.3(星期六、日)，9:30-18:00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創意廣場(823 紀念公園內) 、1F 簡報室、閱覽區、B1 視障資料中心
研習教室、B1 演藝廳、樂學室、文化走廊
106.12.2 (星期六)
活動名稱/內容
時間
地點/帳篷編號/
辦理單位
106 年臺灣閱讀節活動開幕式
創意廣場舞臺區
10:00-11:00
國立臺灣圖書館及共
同主辦單位
四方書香共芬芳

好書佐茶葉，一葉又一頁
閱讀搭咖啡，生活新滋味

10:30-11:20 咖啡 創意廣場帳篷區(1)
國立臺灣圖書館、咖啡
11:00-12:00 茶
熊、慈心淨源有機茶廠
14:10-15:00 茶

飲水思源護水庫

慈心淨源有機茶廠與民眾分享，有機 9:30-16:30
應該是一種生活的態度，不是一種追
求，也不是時尚，而是學會真正活著。

創意廣場帳篷區(2)
國立臺灣圖書館、
慈心淨源有機茶廠

Fun 書去旅行—
漂書集點趣

1.歡迎愛書人將自己喜歡的書漂流， 10:00-16:00
讓書籍遇見更多知音。
2.參與漂集滿 1 張集點卡(50 點)，可
兌換「閱讀•悅讀•越讀」福袋 1
個。

創意廣場帳篷區(3)
國立臺灣圖書館

文創散步

國立臺灣圖書館文創及出版品展售

10: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4-5)
國立臺灣圖書館

創意小玩家

1.不織布手偶縫製；2.創意手作書

10:30-18:00

創意廣場帳篷區(6)
財團法人何嘉仁文教
基金會

閱讀起步走

1.我是氣球達人；2.說故事活動

10:30-18:00

創意廣場帳篷區(7)
財團法人何嘉仁文教
基金會

叭~行動書車來囉!

裝滿各式書籍的行動書車來囉!愛書
人快來體驗「移動式書房」所獨具的
閱讀趣味吧!

10:30-17:00

創意廣場帳篷區(8-9)
新北市立圖書館(永和
分館、中和分館)

我在公園聽故事

歡迎孩子們和新北市立圖書館的故事

10:30-11:30

創意廣場帳篷區(8-9)

媽媽們一起展開故事的翅膀，遨遊世
界。

14:00-15:00

新北市立圖書館(永和
分館、中和分館)

智慧閱讀
讚~閱讀活動
免費求職服務

智慧型動裝置操作使用教學，閱讀軟
體下載；認識「銀髮資源網」。
打卡按讚加 line 贈好書 1 本(限量 50
本)。
現場提供免費求職諮詢服務。

10:30-17:00

創意廣場帳篷區(10)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銀
髮人才資源中心

閱讀中山樓

1.閱覽中山樓(答題贈獎)

09:30-16:30

創意廣場帳篷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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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山樓戶外教育成果展(含 DIY)
3.臉書打卡送中山樓氣球
從閱讀認識環境教育

「荒野保護協會」現場推廣環境教育

國立臺灣圖書館
10:30-17:00

與閱讀，引導民眾接近大自然，建構
環境保育概念。

創意廣場帳篷區(12)
國立臺灣圖書館

手作時間—
珠珠相串到天邊

擁有豐富手作經驗的視障老師徐
百香用「心」帶領您進入串珠的
手作世界。

10:00-10:50
11:00-11:50

創意廣場帳篷區(13)
國立臺灣圖書館

謝謝你，試著瞭解我

與導盲犬近距離接觸的宣導講座及體
驗活動，機會難得，絕不可錯過!

14:30-15:30
16:00-17: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14-15)
國立臺灣圖書館、
惠光導盲犬教育基金
會

金屬線編織

利用簡單的工具和金屬線多變化的特 10:30-17:00
性，自己動手編織出各式美麗的飾品。

創意廣場帳篷區(16)
永和社區大學

瓦磘溝願景

帶你認識雙和重要的溪流－瓦磘溝，
親子共同描繪城市河流的新願景！

10:30-17:00

創意廣場帳篷區(17)
永和社區大學

健康療癒香草

香草栽培問題免費諮詢；純手作天然
香草茶沖泡包及護唇膏、防蚊液等香
氛製品展示

10:30-17:00

創意廣場帳篷區(18)
永和社區大學

閱讀帶我去旅行

展示最引發旅行想像與動力的書籍圖
文，邀請你標示已完成和計劃探訪的
城市，一路實現旅行夢。

10:30-17:00

創意廣場帳篷區(19)
永和社區大學

臺灣文學挑戰賽

玩抽籤問答遊戲就能輕鬆認識臺灣的
文學作家與作品，進入豐富的文學世
界。

10:30-17:00

創意廣場帳篷區(20)
永和社區大學

桌住親子好關係
親子一起玩桌遊

「布蘭登騎士」接到一個「超級任
10:00-17:00
務」，他必須通過「蹦跳兔大挑戰」， 14:00-17:00 教
才能將「沉睡的城堡」喚醒，號召「小 學體驗
小英雄出任務」
，一起完成「農場大救
援」。
「Ding~上菜嘍!」想體驗不同的閱讀
樂趣嗎?歡迎親子一起玩桌遊，「桌」

創意廣場帳篷區(21)
國立臺灣圖書館、
東雨文化出版社

住親子好關係。
玩轉數學

1.數學與閱讀—詩文欣賞

10:30-17:00

2.數學與藝術--藝術摺學工作坊

10:30-12:00

3.數學與魔術--我是魔術師工作坊

14:00-16:00

奇幻精靈劇場&「愛與光 來自神祕星球的奇幻精靈們，又來到
--宗教繪畫故事」活動 創意廣場囉! 這次精靈們將帶來哪些
精采的戲劇和故事?請大家拭目以待
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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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6:00
13:00-14: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22-23)
國立臺灣圖書館
創意廣場帳篷區(24)
創意廣場舞臺區
世界宗教博物館

Little Bear Story
Time 英文繪本故事

Anne 老師帶著孩子們走出教室，在公 10:00-11:00
園裡一邊彈著烏克麗麗、一邊介紹有
趣英文繪本故事《Five Little

創意廣場帳篷區
(25-26)
國立臺灣圖書館

Ducks》，歡迎親子一起報名參加!
The Little Match
Girl's Christmas
Present

賣火柴的小女孩居然收到了聖誕節禮
物!想知道是什麼樣的意外驚喜嗎?歡
迎跟著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英語志工團
的大哥哥、大姊姊一起找答案!

12:00-13:00
13: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25-26)
創意廣場舞臺區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英
語志工團

愛閱家族同樂會

1.愛之語檢測；2.棉花糖疊高塔；3.
優質家庭教育圖書展&佳句選。

10: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27-28)
國立臺灣圖書館

歡迎光臨「小誌風景」

創作好簡單!讓臺灣繪本作家信子及

10:00-12: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閱讀攤

李若昕老師，帶著你一起創作屬於自
己的 Zine Book。

14:00-17:00

(29-30)
國立臺灣圖書館
緻圓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好神
神彩飛揚

迎接 2018，拓印館藏門神(一對)，把 10:30-11:20
好運帶回家。
11:30-12:20
迎接 2018，將館藏門神上色，氣色好 14:00-14:50
運氣好旺旺來。
15:00-15:50

創意廣場帳篷區
(31-32)
國立臺灣圖書館

藝術發光
ART Maker 工作坊

1.剪紙 DIY
2.指印畫……

創意廣場帳篷區
(33-34)
財團法人技嘉教育基

10:30-17:30

金會、財團法人研揚文
教基金會
科普快樂
GO Maker 工作坊

1.電腦硬體組裝工作坊
2.食安工作坊--果色天香大挑戰
3.科學魔術……

多元閱讀 follow me

1.參與現場活動者，擇一贈送：
10:30-18:00
(1)作文比賽獲獎作品電子書
(2)《我家很經典系列—孔夫子》公益
教材電子書

10:30-17:30

創意廣場帳篷區(35)
財團法人技嘉教育基
金會、財團法人研揚文
教基金會
創意廣場帳篷區
(36-37)
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
基金會

2.推廣成語 APP，提供下載與現場試
玩
閱讀公園齊步走

走讀 823 紀念公園，發現生態之美。

14:00-16:00

中和門前集合
國立臺灣圖書館

琴韻書聲樂悠揚

這場音樂饗宴，由身障與視障團體透
過音樂展現生命的色彩。1.小提琴演
出：蘇昭蓉、陳盈惠；2.陶笛吹奏：
魏曉婕。

11:00-12:00

創意廣場舞臺區
財團法人九昱文教基
金會

生命的樂章--草山甘仔

請打開心靈和耳朵，聆聽草山甘仔打

14:00-15:00

創意廣場舞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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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樂

擊樂團孩子們專注的演奏，一同用掌
聲禮讚這真誠、美妙的生命樂章。

草山甘仔打擊樂團、
緻圓股份有限公司

樂齡手偶劇場—

田裡的蔬菜們在農夫的悉心照顧下逐

「農夫不在家」

漸長大。有一天，蔬菜們居然趁著農
夫不在家跑出來玩。可是，害蟲們也
跑出來了……。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國
民小學

《閱 未了》
草地藝術饗宴

永和社區大學為大家帶來精彩的佛拉 16:00-17:00
明歌、陶笛演奏、爵士舞、二胡演奏。

創意廣場舞臺區
永和社區大學

「愛的書庫」
親子共讀活動

倪美英老師和親子們共讀《開門開門 10:00-11:30
送蛋糕》
、
《狐狸孵蛋》
，歡迎大家一起
徜徉在故事中~

1 樓簡報室
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
化基金會

「名家慢遊」講座

慢食府城/王浩一先生(美食考古學
家、作家)

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
教室

15:00-16:00

14:00-16:00

創意廣場舞臺區

結合旅遊和美食，到底會迸出什麼火
花呢？

國立臺灣圖書館

你的容顏—人像速寫

12/2 新辦借閱證或 1 次借閱 5 本圖書 10:00-12:00
者，即有機會繪製專屬 Q 版人像(上、 14:00-16:00
下午各 40 名)。

1 樓閱覽區
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
業學校

「樂讀文化節」書展

圖書文具聯合展售
大廳 09:00-21:00(休館及國定假日不展售)
博愛門前廣場 09:00-22:00

106.11.27106.12.24

1 樓大廳及博愛門前廣
場(40)
台北市出版商業同業
公會

時間

地點

106.12.3(星期日)
活動名稱/內容
閱讀講堂 1

越讀者的七道階梯/郝明義先生
10:00-12:00
(作家、大塊文化董事長)
*本場次提供聽障讀者手語翻譯、同步
聽打服務。（手語翻譯及同步聽打兩
種輔助服務每場次擇一申請）如需
以上服務，請於活動 5 日前申請。
*中和新蘆線永安市場捷運站接送服
務：視障朋友若需要捷運站接送服
務，請於活動 3 日前申請。

B1 演藝廳
國立臺灣圖書館
緻圓股份有限公司

*報名及洽詢電話(02)29266888 分機
3512，賴先生。
閱讀講堂 2

大腦與閱讀/洪蘭教授
14:00-16:00
(國立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講

B1 演藝廳
國立臺灣圖書館

座教授)
*本場次提供聽障讀者手語翻譯、同步
聽打服務。
（手語翻譯及同步聽打兩
種輔助服務每場次擇一申請）如需
以上服務，請於活動 5 日前申請。

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
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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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新蘆線永安市場捷運站接送服
務：視障朋友若需要捷運站接送服
務，請於活動 3 日前申請。
*報名及洽詢電話(02)29266888 分機
3512，賴先生。
閱讀遊樂趣

歡迎大小朋友一同參與閱讀益智問
答，體驗閱讀的樂趣，答題成功者贈
送光泉飲料 1 瓶。

閱讀中山樓

1.中山樓主題書展；2.中山樓紙雕 DIY 09:30-16:30

B1 文化走廊
國立臺灣圖書館

電子閱讀樂無窮•邁向
數位新世界

1.雲端資源使用技巧。
2.行動借閱拿好獎。
3.認識電子資源有獎徵答。

10:30-17:00

B1 文化走廊
國立臺灣圖書館

手作與心靈閱讀的對話
～禪繞畫筆記

帶著自己禪繞畫封面的筆記本，接受
沒有橡皮擦的人生，回到練習時的平
靜與專注。

10:30-11:20
11:30-12:20
14:30-15:20
15:30-16:20

B1 文化走廊
國立臺灣圖書館

13:00-14:00
(2 場，每場 30
分鐘)

B1 樂學室
國立臺灣圖書館
信誼基金會
緻圓股份有限公司

「兒歌點點名 律動派
大小朋友一起拍拍手、扭扭腰、動動
對」Bookstart 全臺大串 手指頭，跟著兒歌大聲歡唱，豐富孩
聯活動
子的語文能力，也營造親子間親密的
互動時光。

10:30-17:00

B1 文化走廊
財團法人光泉文教基
金會

備註:活動名稱有標記「」符號者，需事先報名。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圖書館
共同主辦：財團法人九昱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何嘉仁文教基金會、財
團法人技嘉教育基金會、財團法人研揚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光泉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
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銀髮人才資源中心、新北市
立圖書館、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世界宗教博物館、永和社區大學、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
學校、新北市中和區復興國民小學、新北市永和區頂溪國民小學、東雨文化出版社、荒野
保護協會、咖啡熊、草山甘仔打擊樂團、慈心淨源有機茶廠、緻圓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
出版商業同業公會、惠光導盲犬教育基金會、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聯合線上股份
有限公司、信誼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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