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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圖書館新聞稿】 

I READ, I SEE 

國立臺灣圖書館  帶您暢遊閱讀聯合國 

 

發稿單位：企劃推廣組 

單位聯絡人：蔡蕙頻、余思慧 

聯絡電話：(02)2926-6888#5413、5405 

電子信箱：hptsai@mail.ntl.edu.tw; 

          ysh@mail.ntl.edu.tw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閱讀不限於書本，旅

遊也是一種閱讀的形式，走訪世界各國能讓我們飽

覽各國的歷史與文化，豐富知識。今年國際疫情肆

虐，民眾少了許多出國旅遊的機會，國立臺灣圖書

館每年舉辦「臺灣閱讀節」活動，為了讓大家不出

國也能認識各國歷史文化，特別將今年的主題訂為

「閱讀聯合國 I READ, I SEE」，透過不同形式的活

動，介紹二十餘國的自然特色與人文風情。活動將

於 12月 5、6日在圖書館內及戶外新北市中和區四

號公園舉辦，歡迎民眾共襄盛舉，一同參與。 

    國立臺灣圖書館以「閱讀聯合國」作為今年「臺灣閱讀節」的主軸，12月

5日的攤位活動特別設計以「洲和國家」為主題，串聯芬蘭、荷蘭、法國、英國、

日本、泰國、柬埔寨、越南、紐西蘭、埃及、瓜地馬拉……等國，透過偵探解

謎、非洲鼓體驗、伊斯蘭書法臨摹、芬蘭聖誕節頭飾、西班牙鬥牛立體卡片、

品味咖啡、拉美洲桌遊及爵士樂、太鼓、日本三味線、歐洲童話故事的演出，

讓大家體驗歐、美、拉美、亞、非及大洋洲各國文化特色。參與活動集點即可

兌換限量精美禮品。12月 6日則安排洪蘭教授、王瓊玲教授等大師講座，請她

們來分享閱讀的好處與樂趣。 

    本活動將於 12月 5日上午 10時開始，搭乘捷運橘線至永安市場站即可抵

達，活動詳情請見國立臺灣圖書館官網。 

 

 

 

  
國臺圖「閱讀聯合國」 

活動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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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資訊】 

活動日期：109年 12月 5日（星期六） 上午 10時至 11時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創意廣場（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 85號） 

時間 活動 

09:30~10:00 貴賓報到 

10:00~10:10 迎賓表演 

10:10~10:15 介紹與會貴賓 

10:15~10:30 貴賓致詞 

10:30~10:40 頒發感謝狀 

10:40~10:50 開幕表演 

10:50~11:00 109年臺灣閱讀節活動開幕儀式 

11:00~ 閱讀節活動參觀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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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舞臺區活動】 

活動日期：109年 12月 5日（星期六）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創意廣場 

時間 規劃 說明 

10:00~11:00 開幕儀式 
 

11:00~11:30 新世紀文化藝術團 
臺灣原住民舞蹈表演 

11:30~12:00 四面泰傳舞團 
泰國傳統舞蹈表演 

12:00~12:50 
津輕三味線  

臺灣廣原會 
日本三味線民謠表演 

12:50~13:00 有獎徵答 
 

13:00~14:00 FOOD超人愛閱趴 FOOD超人表演 

14:00~14:50 和太鼓熊組 日本太鼓表演 

14:50~15:00 有獎徵答 
 

15:00~15:50 
El océano  

海洋拉美騷莎樂團 
拉丁美洲 Salsa樂表演 

15:50~16:30 哈哈滬非洲鼓樂團 非洲鼓表演 

16:30~17:10 咖哩玩劇團 歐洲童話故事表演 

17:10-18:00 西洋 Jazz Band 美國爵士樂團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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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覽表】 

12 月 5 日（星期六） 

編號 洲別 國家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1 歐洲 芬蘭 世界閱讀真有趣 攤位區 

2 歐洲 義大利 慢遊義大利～名勝美景帶回家 攤位區 

3 歐洲 西班牙 A.化裝舞會眼罩 DIY 

B.鬥牛立體卡片 

攤位區 

4 歐洲 荷蘭 從《荷蘭 每個角落都有故事》發現藏在

圖畫角落裡的秘密 

攤位區 

5 歐洲 土耳其 DIY智慧之眼 攤位區 

6 歐洲 德國 「德」心應手‧漫步雲端書海 攤位區 

7 歐洲 法國 Bonjour文物古物嬉遊記 攤位區 

8 歐洲 英國 小小福爾摩斯─英國古堡解謎案 攤位區 

9 拉丁 

美洲 

拉丁美洲 

國家 

探索世界從「拉丁美洲之旅」開始 攤位區 

10 非洲 埃及 鼓聲咚咚－非洲鼓音樂體驗 攤位區 

11 亞洲 尼泊爾 i 護眼 VR 眼疾體驗&魔眼森林”桌遊體

驗場 

攤位區 

12 亞洲 泰國 「泰國夏日的熱帶雨林」手作坊 攤位區 

13 亞洲 伊斯蘭地

區 

字畫合一－伊斯蘭書法體驗 攤位區 

14 亞洲 日本 日本兒童節慶文化體驗 攤位區 

15 亞洲 越南 「越」是故鄉名 攤位區 

 亞洲 印尼 印尼歷史文化體驗 攤位區 

16 亞洲 中華民國 快樂勞動者之家 攤位區 

17 亞洲 馬來西亞 尋找馬來貘的故鄉，來一場大馬美食之

旅 

攤位區 

18 亞洲 柬埔寨 鈔錢佈署—柬埔寨鈔票錢幣上之建築驚

奇大觀 

攤位區 

19 大洋洲 澳大利亞 澳洲原住民點畫書籤創作 攤位區 

20 大洋洲 紐西蘭 紐西蘭本土教育大冒險 攤位區 

21 亞洲 中國大陸 「極速?逆轉」氣候變遷皮影戲 館內 4 樓 

4045教室 

22 亞洲 中華民國 【講座】愛閱讀，讓天賦自由 

講    題：發現天賦之路─我的音樂、

書，也談一點 NBA 

館內 1 樓 

簡報室 

(14:00-15:30) 

23 美洲 美國 【講座】兒童視力保健及常見錯誤觀念 館內視障資料中

心 B1研習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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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2:00) 

24 美洲 美國 【展覽】「美國迪士尼電影」身心障礙資

源特輯展 

館內視障資料中

心 

25   真愛悅讀主題書展(11/30-12/21) 博愛門外小葉欖

仁區 

 

 

12 月 6 日（星期日） 

編號 活動名稱 主講人 時間/  地點 

1 
【大師講座】 

閱讀與教養 

洪蘭教授 
10:00-12:00 B1 演藝廳 

2 

【大師講座】 

文史、戲曲交流電 

王瓊玲教授主

講、臺灣京崑劇

團表演 

14:00-16:30 B1 演藝廳 

3 

【樂學講座】 

面對疾病的 101 種人

性：排擠、恐慌，到擁

抱 

神奇海獅 

（李博研先生，

經營臉書專頁

「海獅說」，德國

漢堡大學歷史碩

士） 

14:00-16:00 4045 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