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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開 放時間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交 通位置

樓層 樓層閱覽室別
開放時間

星期二～星期五 星期六～星期日

一樓
資訊檢索區

期刊閱報區
9：00～21：00 9：00～21：00

一樓 親子資料中心 9：00～18：00 9：00～17：00

一樓 視障資料中心 9：00～17：00 未開放

二樓 視聽欣賞區 9：00～21：00 9：00～21：00

二、三樓 閱覽區 9：00～21：00 9：00～21：00

四樓 雙和藝廊 9：00～17：00 9：00～17：00

四、五、六樓 臺灣學研究中心 9：00～21：00 9：00～17：00

每週一及國定假日為休館日

三樓 自修室 7：00～23：00 7：00～23：00

海 洋教育博覽會 好 書交換

時間：7/11-7/17

地點： 高雄市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高雄市三民區

九如一路 720 號）

文學海洋展區位置：四樓中央廊道

今年的夏天，一切就從熱情的「海洋教

育博覽會」開始，海洋教育博覽會匯集了十六

個博物館與社教館所，以「生態海洋」、「科

學海洋」、「文學海洋」及「藝術海洋」四大

主題進行主題展覽，讓民眾能輕鬆接觸到融入

在生活各面相的海洋風貌，體驗生活處處有海

洋。其中文學海洋區由國家圖書館、國立臺中圖書館及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

分館共同展出海洋在文字與圖像中展現的魅力，從古航海圖與老照片中回味

古早臺灣的海洋風情文化，進而感受傳奇故事的驚奇。藉由現代科技，讓孩

子在愉快的音樂歌聲中，體驗閱讀深刻且簡單的美好。邀你輕鬆自在來貼近

海洋文學的饗宴。 

暑期閱讀活動

「遊臺北，Fun一夏」主題書展

時間：7/1～8/31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F

「翻閱歷史，臺北好戲，開鑼！」創意戲劇閱讀營

名

稱

「猜猜創意

Fun手做」有獎徵答
閱玩紙藝DIY 科學創作探索營

時

間
8/1～8/31

8/8(六)、8/9(日)

(2梯次)

9:30～12:00

8/16(日)、8/22(六) 

8/23(日)、8/29(六)

(4梯次)9:10～12:10

對

象
國小1至6年級

8/8 國小1至3年級
國小3至6年級

8/9 國小4至6年級

名

額
不限名額

每梯次40名
(材料費100元)

每梯次40名
(材料費200元)

內

容

1.每週二更新題目

2. 從好看圖書找答案

回 答 與 創 意 科 學

DIY有關的問題

1.紙的故事

2.手工紙的製作

3.線裝手工書DIY

1.科學原理小故事

2. 風扇動力車及氣流迴

轉線原理及操作課程

3.風扇動力車製作與競賽

報名方式及詳細內容請洽親子資料中心

臺北Fun一夏遊
暑期閱讀活動 暑期創意Fun手做

日期/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對象 報名方式 材料費

7/15～7/18
每日9:10-12:10

「請到我的家鄉來」 
創意戲劇閱讀營

30名 
4-6年級

6/13起至

親子資料

中心報名

600元
7/22～7/25

每日9:10-12:10
「我和泰雅族做朋友」 

創意戲劇閱讀營

30名 
1-3年級

地點：B1樂學室

「我的家鄉手工書」競賽活動
時間：8/21（五）前繳交作品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1F服務檯

「遊臺北，Fun一夏」頒獎典禮
安排兒童表演節目及「我的家鄉」自製手工書頒獎。
時間：8/30（日）10:00
地點：B1樂學室

收書活動

時間：7/1~7/18(週一休館，星期二至星期日13:30-16:30；17:30-20:30)

地點：3F服務櫃台

換書活動

時間：7/19（日）10:00-16:00

地點：B1文化走廊

收書原則

1.書籍需有版權註記。    

2.圖書封面及內頁須清潔完好，無破損、污損或塗鴉情形者。    

3.電腦書籍須最近5年內出版者。    

4. 教科書、升學參考書、各類宣傳品、佛堂經書、小冊子、舊書商或出租書店汰

舊書籍、各機關學校藏書或報銷資料、雜誌、視聽資料及本館所贈閱圖書或認

定不宜者，均不列入受理範圍。    

5.民眾所提供交換之圖書資料，由本館統籌處理。

換書方式

1. 民眾於收書時間，將欲交換的圖書送至收書地點（恕不受理郵寄），一本圖書可

納計一點，由本館核計後發給「好書計點卡」，每人換書冊數以20冊為上限。    

2. 換書當天，民眾憑「好書計點卡」至換書地點換取喜歡的書籍。「好書計點

卡」限活動當日換書用，請自行妥慎保管，以憑換書，如有遺失恕不補發。    

3.為響應環保，換書當日，請民眾自備書袋裝書。

活動詳情請至本館網站www.ntl.edu.tw，洽詢電話（02）2926-6888轉2108



影 片欣賞 專 題講座

7/05(日)
潛水鐘與蝴蝶／榮獲2007金球獎最佳外語片獎／片長
110分（護）

7/12(日)
追風箏的孩子／入圍2007金球獎最佳外語片、最佳配樂
／片長113分（護）

7/26(日)
媽媽咪啊／入圍2009金球獎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片
長108分（護）

7/07(二)
暮光之城－無懼的愛／風靡全美青少年影迷的話題電影
／片長122分（護）

7/09(四) 找回身體的愛(五)：看病的工具書／片長100分(普)

7/14(二)
歌舞青春1／迪士尼2006年度青春校園音樂劇／片長113
分（普）

7/16(四) 找回身體的愛(六)：看病的工具書／片長100分(普)

7/21(二)
歌舞青春2／迪士尼2007年度青春校園音樂劇／片長110
分（普）

7/23(四) 找回身體的愛(七)：看病的工具書／片長100分(普)

7/28(二)
歌舞青春3：畢業季／迪士尼2008年度青春校園音樂劇／
片長104分（普）

7/30(四) 找回身體的愛(八)：看病的工具書／片長100分(普)

時間：週日14：00　1F簡報室

時間：週二、週四14：30　1F簡報室

主 題書展

寫作九彎十八拐
主講人： 黃春明（國寶級作家）

時間：7/25（六）10:00-12:00

報名方式/

1.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  http://lifelonglearn.cpa.gov.tw

2.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inservice.edu.tw

3. 本館網站(一般民眾)   www.ntl.edu.tw or tsrc.ntl.edu.tw

 電話報名：02-29266888分機4219  

 電子郵件報名：lot_ntl@mail.ntl.edu.tw

公務人員可登錄終身學習護照

(請先於「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

登錄 http://lifelonglearn.cpa.gov.tw)

臺 灣史話 B1國際會議廳

B1國際會議廳親 子活動

主講人：柯志明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時間：7/11（六）10:00-12:00

米糖相剋：日治臺灣的米糖殖民體制

金球獎熱門影片
假日電影院

主題電影院

藝 文展覽 4F雙和藝廊青春影片系列／保健影片系列

穿透與反射  

陳儷文現代水墨創作展
展出時間：7/4～7/15

週三故事媽媽說故事

時間：7/7～8/2

隨著社會高齡化的趨勢及各種生活壓力的產生，醫療保健的觀念日形重

要，如何預防、診斷及治療成人病，成為刻不容緩的議題，本次書展內容包

含：「來自身體的24個警訊」、「輕鬆揮別頸肩痛」、「心臟病診治全書」、

「血脂異常關鍵報告」等，希望藉由這次的主題，讓您健康快樂護一生。

醫療保健護一生

閱 讀活動

2F新書展示區

日期 影片 地 點

7/11(六) 14:00－16:00 功夫熊貓（片長91分鐘） 1F簡報室

暑假週日說故事活動　自由參加

由本館第8期故事媽媽培訓班學員主講

7/17(五)10:00 拳擊手套布娃娃／片長90分(普)

7/17(五)14:30 腳踏車的祝福／片長90分(普)

7/18(六)10:00 違章天堂／片長90分(普)

7/19(日)10:00 芭娜娜上路／片長90分(普)

7/19(日)14:00 誰來坐大位／片長90分(普)

1F簡報室

2009公視人生巡迴影展

7/18(六)14:00
移民天堂（本場次舉辦《映後座談會》特邀本片
梁修身導演與會）／片長90分（普）

B2樓湘雲庭

父母的保存期限只有10年
汪培珽/著  時報/出版

時間：7/4（六） 14:00-15:30 
地點：B2湘雲庭

主講人：汪培珽

需事先報名，報名請電（02）2304-7103時報出版客服

專線或上時報悅讀網www.readingtimes.com.tw

日期 15:00~15:30故事媽媽 15:30~16:00故事媽媽 地 點

7/1（三） 卲源源 劉緒娟

B1

樂學室

7/8（三） 章寶英 張慧民

7/15（三） 莊淑珍 張慧民

7/22（三） 李春梅 林秀麗

7/29（三） 林淑卿 閔繼英

臺 灣有品教育活動

日期 15:00~16:00 主講人 地 點

7/5 (日) 章寶英、陳玟伶、張慧民、鄭麗娟

B1

樂學室

7/12 (日) 陳耀宏、許意青、陳秋燕、傅惠敏、李淑儀

7/19 (日) 羅瓊、謝依倫、謝秀錦、楊秀珍、許沛絃

7/26 (日) 孟繁鈴、許文馨、黃春蓮、李光秀、溫麗貞、林美端

秒殺創意
Know Why限界突破 困境不敗
李文龍/著  寶瓶文化/出版

時間：7/25（六） 下午2:00-4:00 
地點：B1樂學室

主講人：李文龍

免費自由參加

親子影片欣賞　自由參加

日期 影片 地點

7/3(五)
第一回　桃園三結義／第二回　雙雄初遇

第三回　決戰鐵門峽／第四回　張飛發怒

1F

簡報室

7/10(五)
第五回　十常恃之亂／第六回　英雄配寶馬

第七回　殘暴的董卓／第八回　亂世梟雄

7/17(五)
第十三回　曹操東山再起／第十四回　貂蟬計弄董卓 

第十五回　長安城董卓歸天／第十六回　濮陽大決戰

7/24(五)
第十七回　驅虎吞狼之計／第十八回　張飛酗酒失徐州  

第十九回　陳珪義助張飛／第二十回　陳琳大破袁術

7/31(五) 

第二十一回　呂布大敗下邳城

第二十二回　失赤兔，呂布歸天 

第二十三回　劉備義伐曹軍／第二十四回　張飛兵法

暑假週五影片欣賞　自由參加

動畫影片：三國誌　    時間：14:00－16:00

阮天游國畫展
展出時間：7/17～7/31

時間：7/5（日）10:00-12:00
對象：國小高年級至國中生

需事先報名，請至親子中心登記

免費活動，請自備彩色筆、鉛筆、橡皮擦

藝術好好玩—生活漫畫製作

時間：7/19（日）10:00-12:00
對象：一般民眾

免費自由參加，請自備隨身筆記

藝術好好玩—悠游藝術館

終身學習研習班
‧第45期招生中，課程內容及報名方式詳見本館網站 。 

雙和藝廊
‧開放申請99年7-12月展覽檔期，申請方式詳見本館網站。

B1樂學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