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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107.12.1-12.2(星期六、日)，9:30-17:00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創意廣場(823紀念公園內) 、4樓 4045教室、1F簡報室、B1視障資

料中心多功能研習教室、B1演藝廳、B1樂學室 

107.12.1 (星期六) 

活動名稱/內容 時間 地點/帳篷編號 

107年臺灣閱讀節活動開幕式 

09:30-10:00貴賓報到 

10:00-10:10太鼓迎賓 

10:10-10:15介紹與會貴賓 

10:15-10:30長官及貴賓致詞 

10:30-10:40頒發感謝狀(表演及合作團體) 

10:40-10:50開幕演唱 

10:50-10:55 107年臺灣閱讀節開幕儀式 

10:55-     閱讀市集參觀導覽 

10:00-11:00 創意廣場舞臺區 

露天箏樂演奏會 

藝緻箏樂社演奏:農村曲、四季紅、天黑

黑、稻草裡的火雞、採茶撲蝶、站在高崗

上、喜洋洋、台灣民謠組曲(草蜢弄雞公、

桃花過渡、思想起)、丟丟銅仔、天空落

水、歡樂的苗家、修女也瘋狂。 

11:00-12:00 創意廣場舞臺區 

《奇幻精靈偶劇場--我

們都是最棒的》戲劇活

動 

來自神祕星球的奇幻精靈們，又來到創意

廣場囉! 這次精靈們將帶來最新編排的

偶劇表演戲--《我們都是最棒的》，請大

家拭目以待囉~ 

12:00-13:00 創意廣場舞臺區 

Bloody Sweety  

孤身高速馳騁，宣洩情

緒吶喊 

文化大學詞曲創作社演唱:Intro、One 

Shot、Friday Night、過客、割捨、異類

等創作歌曲。 

13:00-14:00 創意廣場舞臺區 

點點遊戲派對-- 

Bookstart 全臺大串聯

活動 

以「點點」為主軸，帶領親子一起和顏色

大玩互動遊戲！活動內容包含：手指謠、

故事、親子互動遊戲等。(曾婉妤、劉緒

娟、王楚萍老師) 

14:00-15:00 創意廣場舞臺區 

《 The Warriors 花木

蘭》英語繪本戲劇活動 

巾幗英雄花木蘭和將士們跨越時空，再次

披上盔甲、穿上戰袍，來到創意廣場舞台

上，用英語戲劇重現經典《花木蘭》，歡

迎大家一起來觀賞喔! 

15:00-16:00 創意廣場舞臺區 

假裝是生祥樂團 臺灣大學椰風搖滾社 16:00-17:00 創意廣場舞臺區 

露天書席/好書大家讀   新書展示與作者分享會 10: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1) 

Fun書去旅行—漂書集 「漂書」的精神在於分享與互動。歡迎愛 10: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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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趣 書人「放漂」自己喜愛的好書，讓書籍遇

見更多知音。 

閱讀節當天放漂圖書，好禮集點送! 

四號公園走讀趣 

上午場次、下午 A 場

次、下午 B 場次 

生態達人導覽四號公園動植物生態

與周邊人文地景。(陳忠雄、陳碧蓮、

劉益福帶領) 

10:00-11:30                                             

14:00-15:30 

14:30-16:00 

在中和門集合 

拼拼樂 瞰臺灣 精選《臺灣公論》中基隆、臺北、新

竹等各地圖案，讓大家在拼圖的過程

中，了解臺灣的物產與地景樣貌，感

受臺灣學的趣味! 

10:00-12:00                                                     

14: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3) 

探索 體驗 玩科學 以有趣的科普遊戲及 DIY，讓大小朋友都

能體驗探索科學的樂趣。 

10:00-12:00                                                     

14: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4) 

Lipahak！力巴哈客

森林：奇藝大冒險 

上午場、下午場 

Lipahak(阿美語：快樂)！力巴哈客森林

裡，藏著奇妙又充滿藝術的冒險活動「奇

藝門」與「謎故事」。歡迎大家來挑戰， 

Lipahak！ 

10:00-12:00                                                     

13:30-15:30 

創意廣場帳篷區(5) 

玻璃雕刻＆聖誕帽髮

夾 

醬瓜瓶、果醬罐都可以透過玻璃雕刻大變

身，重複利用環保又美觀! (吳淑鈴老師) 

10:00-12:00 創意廣場帳篷區(6) 

聖誕節快到了，利用髮飾及一點點的巧思

讓您整個大不同!(鄭綺玟老師) 

14:00-16:00 

我是讀報王 深度讀報有助於深化思考、強化觀察力與

閱讀力。歡迎大家來挑戰別開生面、緊張

有趣的「我是讀報王」，過關者有好禮相

送喔！ 

10: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7) 

大家「e」起瘋閱讀 1.電子書推廣活動 

2.行動漂書站 

3.行動圖書車駐點 

(提供借還書及辦證服務) 

09:30-17: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8-9) 

閱讀的日常--認識無障

礙閱讀的∞ 

本館有聲書資源、點字、雙視圖書、APP、

輔具展示及體驗。 

10:00-17: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10) 

玩桌遊 High翻天 人類為了尋找新的資源，出動太空船在宇

宙進行探索，途中遇遇外星人攻擊，眼看

著太空船快爆炸了……快加入拯救的行

列吧！ 

10:00-12:00                                                     

14: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11-13) 

預見氣象·眼出睛彩  氣象局知識教育推廣展示 

氣象局視障點字、有聲書推廣教材展示   

10:00-12:00                                                     

14:00-17: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14) 

紙有：以紙熨燙著文

化的溫度 

發掘紙和書籍與文化保存之關聯吧！英

國設計裝幀者協會獎項得主盧亭璇老師

現場將分享紙芝居相關活動。 

10:30-17: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15-16) 

時光太空站：國立臺灣

圖書館特藏展示區 
你知道本館有哪些特藏嗎？一起進入時

光太空站認識古老舊籍！現場也有采風

圖數位體驗及五場有獎徵答喔！ 

10:30-17: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17-18) 

https://www.ntl.edu.tw/sp.asp?xdURL=onlinesign_RWD/onlinesign_join01id.asp&onlinesigntopicid=24&Onlinesignpartid=861&mp=1
https://www.ntl.edu.tw/sp.asp?xdURL=onlinesign_RWD/onlinesign_join01id.asp&onlinesigntopicid=24&Onlinesignpartid=862&mp=1
https://www.ntl.edu.tw/sp.asp?xdURL=onlinesign_RWD/onlinesign_join01id.asp&onlinesigntopicid=24&Onlinesignpartid=862&mp=1
https://www.ntl.edu.tw/sp.asp?xdURL=onlinesign_RWD/onlinesign_join01id.asp&onlinesigntopicid=24&Onlinesignpartid=863&mp=1
https://www.ntl.edu.tw/sp.asp?xdURL=onlinesign_RWD/onlinesign_join01id.asp&onlinesigntopicid=24&Onlinesignpartid=868&mp=1
https://www.ntl.edu.tw/sp.asp?xdURL=onlinesign_RWD/onlinesign_join01id.asp&onlinesigntopicid=24&Onlinesignpartid=869&mp=1
https://www.ntl.edu.tw/sp.asp?xdURL=onlinesign_RWD/onlinesign_join01id.asp&onlinesigntopicid=24&onlinesignpartid=864&mp=1
https://www.ntl.edu.tw/sp.asp?xdURL=onlinesign_RWD/onlinesign_join01id.asp&onlinesigntopicid=24&onlinesignpartid=865&mp=1
https://www.ntl.edu.tw/sp.asp?xdURL=onlinesign_RWD/onlinesign_join01id.asp&onlinesigntopicid=24&onlinesignpartid=865&mp=1
https://reurl.cc/WEKm9
https://www.ntl.edu.tw/sp.asp?xdURL=onlinesign_RWD/onlinesign_join01id.asp&onlinesigntopicid=24&Onlinesignpartid=858&mp=1
https://www.ntl.edu.tw/sp.asp?xdURL=onlinesign_RWD/onlinesign_join01id.asp&onlinesigntopicid=24&Onlinesignpartid=858&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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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商動物遊樂園--英語

閱讀遊戲闖關活動 

動物們來到閱讀公園當起關主，設下重重

關卡挑戰親子們的英語能力。別怕、別怕!

快來「北商動物遊樂園」一起玩耍闖關吧! 

10:00-16:30 創意廣場帳篷區

(19-21) 

穿越玩桌遊--臺灣古早

味遊戲闖關活動 

令人懷念的兒時童玩就在你眼前，歡迎全 

家一起動手動腦來闖關。 

9:30-12: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22)  

世界宗教博物館-深河

遠流南傳佛教特展闖關

活動 

《深河遠流南傳佛教文化特展》不僅帶來

了珍貴的佛教文物與藏品，也讓民眾看見

信仰的力量。想知道有那些有趣的特展闖

關活動嗎?快來挑戰闖關遊戲喔~ 

10:00-16:30 創意廣場帳篷區

(23) 

閱讀好好玩--繪本作家

和你一起愛閱讀、玩創

作 

1.動動腦玩迷宮！創作一本旋轉迷宮繪

本(繪本作家信子老師) 

2.創作一棵立體繪本故事樹 

(繪本作家林致安) 

10:00-12:00 

14:00-17: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24) 

愛閱家庭同樂會 1.愛之語檢測 

2.愛的實踐(肯定的言語、精心的時刻、

送禮物、服務的行動、身體的接觸；說出

愛之語、按摩、搥背、摺衣、擁抱) 

10:00-17: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25-26) 

閱讀·起步走~ 1.醫生教你育兒 

 (許登欽醫師/恩主公醫院小兒科主任) 

2.繪本故事選讀—吟唱與創作 

 (葉嘉青老師/閱讀起步走推廣專家) 

10:10-11:00  
(醫生教你育兒) 

11:15-12:00  
(醫生教你育兒) 

14:10-15:00  
(繪本故事選讀) 

15:10-16:00  
(繪本故事選讀) 

創意廣場帳篷區

(27-28)  

舊衣改造 DIY 喜愛的舊衣、牛仔褲捨不得丟棄嗎? 

告別快時尚，一起體驗舊衣改造的創意無

窮樂趣吧。各種創意改造精美小物，等妳

/你來挖掘喔~(林美慧老師現場指導) 

10: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29) 

來聽永和城市故事 嘿~永和比想像中有趣多了，在地人說在

地的故事，三條城市故事散步路線報給你

知! (陳高素鳳、劉介光老師) 

10: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30) 

讓你愛上永和的好生活~ 

當天特別放送:圖書館亭仔腳之旅 

只有一場，錯過可惜!! 

13:00-14:00 

亭仔腳之旅 

橡皮藏書章刻刻刻 藏書章是什麼?它有什麼用途呢? 

現場有作品展示及四場藏書票組合活

動，讓你了解橡皮圖章的迷人之處~(謝美

枝老師) 

10: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31) 

順天應食�創意自煮 

 

如何透過自己的巧手，將季節食材變成健

康創意美味？專業烹飪老師現場分享柚

子糖、南棗核桃糕作法，教你把生產過剩

的柚子製成加工品，賦予農產品新生命！

10: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32) 

https://goo.gl/W5pG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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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翡珊老師) 

銀在職場 透過遊戲互動方式，讓民眾認識及了解銀

髮人才資源中心及服務項目。 

1.FB☓LINE@加好友：完成任務送小禮 

2.記憶翻牌遊戲：完成遊戲抽好禮 

10: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33)  

創意廣場舞臺區 

創意聖誕卡 DIY 
 10: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34) 

創意指印畫 
透過手指壓印就能創造出不同的圖案啟

發創造力! 

10: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35) 

電腦的秘密 
 10: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36)  

科普好好玩--投石問路 
 10: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37) 

我愛牛奶--小牛仔說故

事活動 

1.說故事時間(2場) 

2.平板電子書閱讀時間 

3.趣味有獎徵答 

11:00-11:30 

14:00-14:30 

創意廣場帳篷區

(38) 

玩出親子閱讀力 10:00-10:30 說故事 

10:40-11:10 氣球教學 

11:20-11:50 DIY活動 

13:00-13:30 親子律動 

13:40-14:10 說故事 

14:20-14:50 氣球教學 

15:00-15:30 DIY活動 

15:40-16:10 魔術表演 

10: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39-40) 

大會服務臺 1.諮詢服務 

2.停車指引 

3.急救箱 

4.餐點分發 

5.集點獎勵品兌換 

9:00-17: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41) 

貴賓、媒體接待區/簽到

處 

(室內媒體接待及發稿區在視障資料中心

1樓) 

9:00-17: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42) 

捐書陪讀，與我們一同

延續一本書的閱讀生命 

雅博客誠摯邀請您參與捐書公益活動，將

家中閒置書籍帶至攤位捐贈，雅博客會將

書籍估價所得捐贈給中華基督教救助協

會陪讀計畫，幫助經濟弱勢家庭孩童有更

多學習機會。(凡當日攜帶 5本以上之書

籍至活動攤位捐贈者，即可兌換咖啡券乙

張。) 

10: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43) 

相遇最美‧相知相惜 以公園週邊優美的生態圖片與民眾相遇 

#動、植物圖鑑及小盆栽展示，民眾只要

說出動物或植物的正確名稱，即可獲得小

禮物 1份。 

10: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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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享‧心閱讀書展 11/16-12/9 出版社好書聯展 9:00-20:00 本館大廳至博愛門

廣場(45) 

用桌遊玩出孩子的創造

力 

歐陽立中老師(專欄作家/丹鳳高中教師) 

桌遊不只是遊戲，更是一項生活的體驗，

在這看似虛擬的遊戲中，如何激發孩子的

創造力，將在講座中為您揭祕！ 

14:00-16:00 本館 1 樓簡報室 

《小麥熊的心願》生命

故事屋巡迴活動 

小麥熊因善心人士捐贈心臟而恢復健

康。還有很多和他一樣生病的小朋友或大

人，急需獲得重生的機會……歡迎大家一

起來瞭解小麥熊的心願。 

15:00-16:00  B1 樂學室 

107.12.2(星期日) 

活動名稱/內容 時間 地點 

好好閱讀講堂 1 

一生玩不夠‧勇敢做自

己--李偉文醫師的大玩

家人生 

李偉文醫師主講 

牙醫師、作家、荒野保護協會榮譽理事

長，還是一對雙胞胎女兒的爸爸。生活自

有一套哲學，勇敢做自己。 

10:30-12:00 B1演藝廳 

好好閱讀講堂 2  

Youtuber 創業之心路歷

程 

網紅呱吉(邱威傑)先生主講 

分享 youtuber創業過程、生活樣貌，以及

給予有心投入此行業者之建議。 

14:00-16:00 B1演藝廳 

我的閱讀理解能力究

竟好不好？閱讀理解大

哉問 

很多人認同閱讀很重要，卻不一定知道如

何養成閱讀理解能力。此講座將帶領你了

解閱讀理解能力以及提升之道。 

梁虹瑩老師主講 

14:00-16:00 本館 4樓 4045教室 

真人圖書--生活必備

「自保術」 

講師:黃俊銘先生(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義消

救護志工) 

14:00-17:00 本館視障資料中心

B1 多功能研習教室 

遇見美麗--與藝術大

師有約 

多元閱讀，發現藝術的價值、從色彩及構

圖解讀大師們的獨特語言。 以知名藝術

大師作品為實例解析，淺顯易懂的美學相

關理論，提供整體的藝術賞析觀並貫穿古

今藝術視野。 

凌春玉老師主講(格致視覺文化藝術學習

塾負責人) 

9:50-12:00 本館 1 樓簡報室 

為愛閱讀，從家開始! 親子共讀繪本，歡迎一起徜徉在故事中，

體驗共讀討論的美好。 

傅宓慧老師主講 

14:00-16:00 本館 1樓簡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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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

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交通部中央氣

象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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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永和社區大學、臺北市北投社區大學、新北市中

https://www.ntl.edu.tw/ct.asp?xItem=4647&ctNode=1674&mp=1
https://www.ntl.edu.tw/ct.asp?xItem=4647&ctNode=1674&mp=1
https://www.ntl.edu.tw/ct.asp?xItem=4647&ctNode=1674&mp=1
https://www.ntl.edu.tw/sp.asp?xdURL=onlinesign_RWD/onlinesign_join01id.asp&onlinesigntopicid=24&Onlinesignpartid=866&mp=1
https://www.ntl.edu.tw/sp.asp?xdURL=onlinesign_RWD/onlinesign_join01id.asp&onlinesigntopicid=24&Onlinesignpartid=866&mp=1
https://www.ntl.edu.tw/sp.asp?xdURL=onlinesign_RWD/onlinesign_join01id.asp&onlinesigntopicid=24&Onlinesignpartid=860&mp=1
https://www.ntl.edu.tw/sp.asp?xdURL=onlinesign_RWD/onlinesign_join01id.asp&onlinesigntopicid=24&Onlinesignpartid=860&mp=1
https://www.ntl.edu.tw/sp.asp?xdURL=onlinesign_RWD/onlinesign_join01id.asp&onlinesigntopicid=24&Onlinesignpartid=860&mp=1
https://ebook.hyread.com.tw/activity/2019ntl/index.html
https://ebook.hyread.com.tw/activity/2019ntl/index.html
https://goo.gl/RemH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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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區復興國民小學、藝緻箏樂社、緻圓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國語日

報社、信誼基金會、1111人力銀行、上怡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

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文化大學詞曲創作社、國立臺灣大學椰風搖滾社、雅博客二手書店、

宇崝企業有限公司、心晴社會企業有限公司、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