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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來跟我
們互動吧!

訂閱電子報，
更快速獲得活
動訊息 !!

中和新蘆線永安市場站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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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風新繹 ─ 臺灣古地圖與風俗風物教育特展
日期：06/06～07/05     地點：5F 特展室 

本館與東南科技大學及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

職業學校合作辦理「采風新繹─臺灣古地圖與風俗風

物教育特展」。

本次特展展現新媒體技術將《臺灣番社圖》與

《六十七兩采風圖》結合之創意教具，並展示東南亞

語(越語/馬來語)及英語的互動教材，期望翻轉民眾的

視覺感受，翱翔領略臺灣三百年的歷史風情，歡迎踴

躍蒞臨參觀。

  館藏教育特展                               電話：(02)2926-6888 #4220 張先生   雙和藝廊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游藝怡情
日期：05/23～06/07      地點：4F 雙和藝廊 

「遊藝雅集」每年皆舉辦會員聯展。本聯展參與學員

約30餘位，展出山水、花鳥、書法、人物、攝影約80幅及

彩繪瓷器等作品。會員之書畫，工不在細巧而在意到，形

不在多變而在神暢。筆少情多，圖簡意長，墨色淡雅，氣

韻生動。山水、花鳥、人物、書法各抒所好，盡情揮灑，

忘情忘我於筆底乾坤與畫裡境界，神超理得，其樂無窮，

並以畫會友，樂在其中。

藉本展亦希望各界及書畫同好們不吝給與指教及批評並互相觀摩交流，讓我們能

更加成長與進步；同時能為社會大眾對怡情養性、陶冶心靈貢獻一點心力。

  臺灣藝文走廊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館藏《台灣歷史畫帖》展

日期：06/02 起      地點：1F 臺灣藝文走廊

1935年，臺南市役所（市政府）聘請畫家小

早川篤四郎以臺南歷史為主題，繪製大型油畫，

並於1939年將之出版為《台灣歷史畫帖》，包含

原住民捕鹿、熱蘭遮城、普羅民遮城、臺南大南

門、鄭成功等，主題豐富，本館精選多幅《台灣

歷史畫帖》所收畫作展出，歡迎您前來欣賞。

海洋佔了地球70%的面積，既是人類賴以為生的場域，也見證了

地球歷史的軌跡。對許多人來說，海洋是一個故事的開始或結

束，或是一個旁觀、見證者。

人們向大海拋去汗水、淚水與哭喊，它也無聲的吞噬著一切，一

眼望去平靜無波，俯身凝視卻暗潮洶湧。

去看看那些故事吧！那些人類與海共舞的故事。

與海共舞
日期：06/02～07/05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同理心
日期：06/01～06/30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不一樣?沒關係！不一樣?超神氣！不一樣?同理心!《誰

是蘿蕾特》的媽媽說，每個人本來就都不一樣!既然如此，

請拿掉不公平的濾鏡，尊重彼此、保持同理心，讓這個世界

更美好。本月親子資料中心準備了一系列繪本好書，歡迎大

小朋友一起到館閱讀，和我們一起看見更多不一樣，也看見

更多的溫暖。

  繪本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臺灣好地方 ─館藏舊籍地方制度暨方志類書展
日期：即日起～08/30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舊地名猜猜看！「牛罵頭」是哪裡？「蕃薯寮」又在哪？答案是臺中的清水和高雄

的旗山。臺灣在1920年重新劃定行政區劃，並進行二戰以前最大規模的地名變革，許

多地名流傳迄今。

為了防疫而少出門，待在家裡悶得慌嗎？不如線上看

展覽，提升心靈的免疫力吧！

臺灣在1920年重新劃定行政區劃，並進行二戰以前

最大規模的地名變革，許多地名流傳迄今。今年逢1920年

「地方制度改正」100周年，我們特別將館藏與地方制度

有關的舊籍與方志整理展出，邀請您進入

本館「臺灣學研究中心」專頁，到「館藏

臺灣學研究書展」項下，和我們一同認識

臺灣地方制度的故事吧！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電話：(02)2926-6888 #5413 蔡小姐 第五屆「海峽兩岸粉彩畫家邀請展」
日期：06/10～06/28      地點：4F 雙和藝廊 

粉彩畫在歐洲已有500年歷史，民初傳入中國迄今已

有100年。粉彩色彩艷麗，飽和度高，筆觸感強。隨著科技

發達，粉彩材料也進化為環保無毒，且使用簡便、容易上

手，不但能表現出油畫的厚重質感，更可以展現水彩的靈

動氣韻，讓粉彩畫在現代藝壇中獨樹一幟。

本展覽由台灣粉彩藝術推廣協會主辦，協會以推廣粉

彩藝術為使命，除辦理粉彩教學、寫生、比賽、聯展等活

動外，並定期舉辦兩岸相互交流活動，共同探討粉彩的魅力。此次展出作品為兩岸大

師級名家作品、協會舉辦之「粉繪畫」網站季賽入圍作品及公開徵選作品，總共為

60幅。希望藉此活動提升社會大眾對粉彩畫的認識，並吸引藝術愛好者對粉彩有所欣

賞，進而創作粉彩作品。

海洋是人類無法自由活動的區域，藏有許多不為人所知的祕密。

比如被認為早在500萬年前就已滅絕的「侏儸紀蝦」；利用抗

凍蛋白降低血液冰點，而能在零下低溫生存的「鱗頭犬牙南極

魚」；還有以海洋頂端獵食者--鯊魚為主食的原始鯊魚「擬鰻

鮫」。有多少你我不知道的海洋生物，就在深不可測的海洋中悠

游？就讓我們一起挖掘海洋的奧祕吧！

* 2010年結束的海洋生物普查(CoML)被譽為有史以來最大規模之一的科學

合作計畫，十年間共記錄超過3,000萬筆生物足跡，並發現6,000多種新物種。該調查協助世界海

洋生物名錄將已記錄海洋物種數量提升至25萬種，但估計至少還有75萬種海洋生物尚未記錄。

祕海探險
日期：06/02～07/05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青少年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文化協會分裂後的《臺灣新民報》

日期：05/01～06/30    地點：5F 參考室入口區 

1930 年（昭和5年）3月，《臺灣民報》突然因臺灣民報社增資改組，更名為

《臺灣新民報》。此次的改組，顯然與臺灣民眾黨內右派的林獻堂、蔡培火、楊肇

嘉、蔡式穀等成立「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有關。一度在臺灣社會中，扮演「臺灣人唯

一之言論機關」的角色，積極鼓吹爭取農民、勞工與婦女權益，支持文化啟蒙運動、

學生運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灣自治，及自詡擔負著監督與抨擊臺灣總督府

時政，同時也是提倡新文藝、白話文學而成為臺灣新文學發表園地的《臺灣民報》，

在更名後，其經營與附屬出版策略上，究竟存在著哪些延續與斷裂之處？歡迎讀者們

來館參觀講座的延伸閱讀書展。另外，與本次講座內容相關的特藏資料，多數皆已完

成數位化，並已上網提供讀者利用電腦或行動載具免費線上閱覽及下載，歡迎讀者多

加利用。

  臺灣學系列講座延伸閱讀書展          電話：(02)2926-6888 #4221 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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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本共讀                                     電話：(02)2926-6888 #4211 吳小姐

本館今年引進3家國內知名電子書平臺「 HyRead ebook 」、「 台灣雲端書庫 」、

「 iRead ebooks 」提供電子書計次服務。全新的「雲端閱讀電子書整合查詢系統」提

供一站式查詢全部館藏電子書、電子雜誌的貼心服務。滿足您閱讀

的需求與渴望。透過系統的「公布欄」、「資源探索」、「推薦書

單」、「宣傳資料」等資訊專區，讓您一手掌握閱讀。最新資訊，

不漏接。

全新服務～「雲端閱讀電子書整合查詢系統」上線啦！

  2020雲端閱讀服務                      電話：(02)2926-6888 #4211 吳小姐

  電子書暨電子雜誌專區                   電話：(02)2926-6888 #4211 吳小姐

配合防疫並推廣數位閱讀風氣，讓讀者有機會閱讀更多優質著

作，特編製電子書風雲榜。

在風雲榜中有各主題推薦書單及熱門借閱排行榜，滑鼠點擊圖

書封面，登入本館帳密，馬上看，不必等。書單可下載，歡迎LINE

分享～

行動圖書館隨手可攜　熱門圖書隨選隨看

配合防疫並推廣數位閱讀風氣，讓讀者有機會閱讀更多優質著

作，特編製電子雜誌風雲榜。

在風雲榜中有各主題推薦書單及熱門借閱排行榜，滑鼠點擊雜

誌封面，登入本館帳密，馬上看，不必等。書單可下載，歡迎LINE

分享～

手機就是你的行動圖書館　最新雜誌 e 機搞定

因應COVID-19 ( 武漢肺炎 ) 疫情，本館6月
部分活動取消或延期，請上本館網頁查詢活
動異動公告。  

  線上讀書會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宋怡慧（丹鳳高中圖書館主任）

參加方式：自由參加

內容介紹：5-6月的首期讀書會，由人氣講師宋怡慧老師帶你一起

閱讀《這世界很煩，但你要很可愛》，全世界都在喝的毒雞湯，味道到底是酸、甜、

苦、辣，在人生卡關的你，還不快來看直播，讓自己閃亮變身。

終結句點王．online 讀書會
時間：6/9、6/23（二） 19：30－20：30    

頻道：國立臺灣圖書館 YouTube 頻道

★ 快到國臺圖YouTube頻道訂閱並開啟小鈴噹，也可以到本館

Facebook關注最新消息哦！

★ 讀書會直播時間：每個月第2及第4週的星期二 19：30- 

20：30

我是乖寶寶！

林老師說故事團隊

孩子愛吃糖卻不愛刷牙嗎？帶孩子看醫生、打針總是

讓家長頭疼不已嗎？歡迎參加繪本共讀活動，由故事團隊

帶來精彩有趣的演出，培養家中寶貝良好的生活習慣，讓

爸媽與孩子一同成長，歡度愉快的週六午後。

日期：06/27（六）14：00－17：00     地點：B1 樂學室 

  駐館作家線上書房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駐館作家王瓊玲教授線上書房」系列 ～

 悠悠創作路，秒秒樂其中

防疫期間，為鼓勵讀者閱讀不間斷，推出線上聆聽故事、觀看展覽、雲端閱讀電

子書借閱服務等，都只要進入國臺圖的網站，有多種類型任您選擇，讓您在家防疫之

餘，也能夠學習不斷電，樂學無距離！現特別加碼邀請非常受讀者喜愛的說故事專家

王教授，錄製「駐館作家王瓊玲教授線上書房」系列講座，提供喜愛小說、散文與創

作之讀者持續學習。

   主題 1：我的散文                        主題 2：我的小說  

   主題 3：我的戲曲—二子承舟         主題 4：我的戲曲—雙面吳起

詳洽本館網頁：社群互動 / YouTube、熱門服務 / 線上演講廳。

  電子資源推廣課程                電話：(02)2926-6888 轉4211或4223 吳小姐

智慧載具雲端悠遊樂～掌上載具樂逍遙

地點：4F 4045教室

6月16日 (二)  智慧載具雲端悠遊樂～掌上載具樂逍遙(旅遊智慧王)

6月24日 (三)  智慧載具雲端悠遊樂～掌上載具樂逍遙(美照智慧王)

6月30日 (二)  智慧載具雲端悠遊樂～掌上載具樂逍遙(理財智慧王)

報名方式：(1) 網路報名：本館網頁活動報名、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或公務人員

終身學習入口網。(2) 電話報名：(02)29266888轉4211或4223吳小姐 ( 週

一至週五 09:00-17:00 )。

注意事項：(1) 參加課程前，請先申辦本館借閱證。(2) 上課可自備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

腦與行動網路 ( 館內雖提供免費無線網路，但人多時可能影響連線速度 )。

數位溝通的時代，行動載具已成為網路交流必備工具。本課程從實用主題入

門，讓新手輕鬆滿足生活應用所需，同時體驗圖書館豐富多元的雲端資源。

牆面廣告出租                              電話：(02)2926-6888 #6723 黃先生

您有廣告需求嗎？本館牆面廣告開放出租囉~~

開放區域：館前門前牆面 A~C 區及販賣機高處牆面 DE 區 (如下圖所示)

費用及申請方式：請上本館網站參見「本館廣告出租作業要點」(國立臺灣圖書館

網站>政府資訊公

開>法令規章>國立

臺灣圖書館廣告出

租作業要點) 或掃

描QR 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