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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	中和新蘆線永安市場站下車

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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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 層 指 引 及 開 放 時 間
Library Floor Guide and Opening Hours

每週一及國定假日休館 The library is closed on Mondays and National Holidays
樓層 Floor 服務區域 Services 週二-週五 Tue - Fri

9 :00 -  21 :00 9:00 -  17 :00

週六-週日 Sat - Sun

Taiwan Study Research Center (I)、Homeland Education Resource Center
Collections of Taiwan Studies、Duplication of Special Collection Materials

臺灣學研究中心(一)、本土教育資源中心
臺灣學圖書資料區、特藏舊籍複製本區
微縮資料閱覽區

9:00 -  21 :00

週三(Wed)　9:30 - 11:30 自行參觀 Self-guided Visit

週三(Wed) 14:00 - 17:00 預約導覽 Pre-arranged Tour

9 :00 -  17 :00Taiwan Study Research Center( II )、Bound Periodicals of Taiwan Studies
Reference Collections、Special Exhibition Room
Special Collections Reading Room

臺灣學研究中心(二)、臺灣學期刊合訂本區
參考書區、特展室、特藏閱覽區

Taiwan Book Hospital
臺灣圖書醫院

9:00 -  21 :00

9:00 -  21 :00

9:00 -  19 :00

9:00 -  17 :00 未開放  C lose

Circulation Service Desk、Library Card Application、Borrow and Return
Self-Service Holds Pickup、Taiwan Art and Culture Gallery、
Current Periodicals and Newspapers、Computer Station、Senior Zone

流通服務櫃臺、辦證、借還書
預約書自助取書區、臺灣藝文走廊、簡報室
期刊室、資料檢索區、樂齡資源區

如欲前往　　區域，請至閱讀區搭乘8-11號電梯。 If you want to go to　　　areas, Please go to the Library Area and take the elevator No.8 to No.11.

If you want to go to　　　areas, Please go to the Multifunction Area and take the elevator No.5 to No.7.

Parent and Child Information Center
親子資料中心

Breastfeeding Room
哺集乳室

Visual Impairment Information Center
視障資料中心

Multicultural Resources、Multimedia Zone、Audio Visual Collections
Chinese Language Collections for Generalities and Science
Foreign Language Collections、New Arrivals
Group Discussion Room、Computer Classroom

多元文化資源區、影片欣賞區、視聽資料區
中文圖書區0、2-4(總類、科學類)、外文圖書區
新書展示區、多功能討論室、電腦教室

Food Quarter
輕食區 12/01-1/31、4/16-7/15　  7:00-23:00

2/01- 4/15、7/16 -11/30　  8:00-22:00

12/01-1/31、4/16-7/15　  7:00-23:00
2/01- 4/15、7/16 -11/30　  8:00-22:00

Chinese Language Collections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versize Collections、New Arrivals、Teen Zone

中文圖書區1、5-9 (人文、社會科學類)
大本書區、新書展示區、青少年悅讀區

Quiet Study Space、Mobile Device Station
自修室、行動裝置座位區

Citizen's Classroom
市民教室

9:00 -  21 :00

9:00 -   17 :00

9:00 -   21 :00

9:00 -   21 :00

9:00 -   21 :00

9:00 -  17 :00
Bound Periodicals、Monographic Series
期刊合訂本區、叢書區

Shuanghe Gallery、Classroom 4045
雙和藝廊、4045教室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Restaurant
Happy Learning Room、Underground Parking Lot 

國際會議廳、餐廳、樂學室、地下停車場

Underground Parking Lot 
地下停車場

如欲前往　　區域，請至綜合區搭乘5-7號電梯。

6F

5F

4F

3F

2F

1F

B1
B2B3

 樓層 服務區域 週二-週五 週六-週日
臺灣學研究中心(一)、本土教育資源中心
臺灣學圖書資料區、特藏舊籍複製本區

微縮資料閱覽區

9:00 - 21:00 9:00 - 17:00

臺灣學研究中心(二)、臺灣學期刊合訂本區
參考書區、特展室、特藏閱覽區

9:00 - 21:00 9:00 - 17:00

臺灣圖書醫院
週三9:30 - 11:30 自行參觀

週三14:00 - 17:00  預約導覽 

期刊合訂本區、叢書區 9:00 - 21:00 9:00 - 17:00

雙和藝廊、4045教室 9:00 - 17:00

中文圖書區1、5-9 (人文、社會科學類) 9:00 - 21:00

市民教室 9:00 - 21:00

自修室、行動裝置座位區 9:00 - 21:00

多元文化資源區、影片欣賞區、視聽資料區

中文圖書區0、2-4(總類、科學類)、外文
圖書區

新書展示區、多功能討論室、電腦教室

9:00 - 21:00

輕食區 暫停服務

流通服務櫃臺、辦證、借還書

預約書自助取書區、臺灣藝文走廊、簡報室

期刊室、資料檢索區、樂齡資源區

9:00 - 21:00

哺集乳室 9:00 - 21:00

親子資料中心 9:00 - 19:00

視障資料中心
 9:00 - 17:00(週二~週六)

週日未開放

國際會議廳、餐廳、樂學室、地下停車場

地下停車場

台灣東方美學Ⅲ-戀戀桃花源

樟樹國際實中第四屆畢業聯展「導影線」-靜態展

粉彩奕奕～臺灣粉彩畫協會藝術交流展

日期：11/02～11/20      地點：4F 雙和藝廊  

日期：11/03～11/13      地點：1F 臺灣藝文走廊  

日期：11/23～12/11      地點：4F 雙和藝廊  

集合30餘位藝術工作者近50件作品，涵蓋油畫、水彩、多媒材

等形式，題材內容表現豐富多元，展現創作者對於國際間勝境的觀

察及臺灣社會人文的關懷。協會成員對藝術創作懷抱著孜孜不倦的

熱情，期許以美學融入生活，透過藝術家不斷地創作與嘗試，徜徉美學堂奧，藉推廣

展出倡導真善美的和諧人生哲理、臻於興悅，朝向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而努力！盼望

藝術先進及對藝術有興趣民眾蒞臨參觀指教。

「導引線」帶領著樟樹國際實中多媒動畫科第四屆一同前進，

串連起了我們彼此之間的創意火花，專業繪畫、故事敘寫及視覺掌握 的 能

力，結合著現代科技與人文美學，動畫組、影視組及設計組帶領著大 家 一

同探索藝術的秘密。歡迎民眾蒞臨參觀指教。

臺灣粉彩畫協會自2010年成立以來即致力於粉彩藝術的推廣，

本著放眼國際深耕臺灣的宗旨，除了密切與國際接軌，帶領會員參

與國際比賽或展覽、邀請歐美日等國的藝術家舉辦國際交流展外，

在國內也多次與同樣是在積極推廣粉彩藝術的友會，舉辦藝術交流展。本次展覽邀請

了高雄市國際粉彩協會與宜蘭縣粉彩畫美術學會共同展出80件純粉彩作品，展出的畫

家中有多位在國際比賽獲得大獎，還有專業教師以及資深的專業、業餘畫家們，作品

題材豐富精彩可期。

：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未滿6歲之兒童不得觀賞，6歲以上12歲未滿之兒童須父母、師長或成年親友

陪伴觀賞！ ：未滿12歲之兒童不得觀賞！ ：未滿15歲之兒童不得觀賞！ ：未滿18歲者不得觀賞！

★ 第一場放映時間13:45開放進場、14:00開始播映。 ★ 第二場放映時間16:15開放進場、16:30開始播映。
★ 詳細入場方式及時間，請詳閱現場公告。本館保有上述使用規定解釋權，若有未盡事宜，依現場公告為準。

11/03(四)
鋼鐵勳章

The last full measure

威廉皮森伯格是空軍空降救援醫療兵, 在越戰中解救超過六十位弟兄, 最後甚至放
棄搭直升機離開戰場的機會, 選擇繼續救援被留下的士兵們, 最後被敵軍子彈射殺, 
為同袍犧牲自己寶貴的生命。他的英雄事蹟, 讓他被授與士兵所能得到的最高榮
譽--國會榮譽勳章, 以此獎勵他所做出超越義務外的英勇作為。不過在勳章頒授之
前, 卻因為某些政治因素, 皮森伯格應得的獎勵慘遭撤回。五角大廈調查員史考特
霍夫曼被分配調查這件不公事件的原因, 並在調查當中, 發現腐敗的政治人物, 以及
他們拒絕授予勳章的個人及政治原因。這也讓史考特親自拜訪當年戰役中的生還者
們, 大家團結一心, 開始為皮森伯格爭取他應得的榮譽......。

片長115分

[英]

11/10(四)

颶風行動
Hurricane

這是關於波蘭飛行員在外國領空爭取自己國家自由的故事。透過王牌飛行員祖巴赫
的視角,了解波蘭人如何飛躍歐洲天際,與德軍交戰,並生存下來。這群開著英國皇家
颶風戰機的波蘭人,是英國空軍成為傳奇的關鍵之一。協助英國擊退納粹入侵的他
們,夢想能夠讓波蘭自由化。1940年夏天的生死戰,讓他們失去了一些同袍,同時,也
因為他們的鬥志獲得整個大不列顛王國的讚賞。然而,長期的戰爭使許多人失去理
智,祖巴赫也逐漸明白「王牌飛行員」的光環,只是無用的虛名,以及政治操弄可能會
抹殺他的希望及尊嚴,甚至將他帶往更黑暗的戰爭。

片長107分

[英]

11/17(四)

S風暴 
S storm

馬會的球賽博彩操盤手被神秘殺手殺害! 目擊證人竟是廉署首席調查主任陸志廉, 
因為他正在協助另一調查主任王漫玲調查操盤手。兇殺案是警方的調查範圍, 重案
組督察劉保強急需陸志廉的口供, 但因廉署的保密守則, 他無法提供任何線索, 讓劉
保強極度不滿。警廉之間, 充滿矛盾。根據線索, 警方得知香港非法賭球集團幕後
有一個大莊家叫華老師, 但同一時間馬會保安經理被殺, 輾轉間劉保強找到了殺手, 
可惜在劉愛碧的協助下, 讓殺手逃走, 讓唯一的線索也斷了......, 為了突破案情, 劉保
強決定找陸志廉合作, 一邊查貪污一邊查兇殺案, 兩支紀律部隊由開始時的互不信
任, 到最後發展出默契, 誓要將犯罪集團連根拔起......

片長95分

[粵]

11/24(四)

野蠻真相

Waiting for 
Barbarians

一位邊境治安官負責管理一座帝國邊境的小城鎮, 他們與蠻族交換物資, 彼此和平
共處, 不料喬爾上校的到來讓局勢失去了平衡。喬爾上校殘暴地拷問、壓迫和虐待
蠻族, 為了滿足帝國擴張的野心, 他甚至編造蠻族意圖入侵的證據, 而持反對意見的
治安官也被指控與蠻族勾結。帝國軍隊的種種暴行讓治安官痛苦不堪, 進而讓他展
開一段自我探索的旅程......

片長112分

[英]

★提醒您依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		B1演藝廳座位約有500席，疫情期間請全程配戴口罩，放映前30分鐘開放自由入座。

瞞天機密 Official secrets
時間：11/20 (日) 14：00   地點：B1 演藝廳

臺灣出身的英國女孩, 以良心與勇氣揭發國家的違法機密。在英

國情報機構任職的中文翻譯員凱薩琳, 某天收到一封讓她備感震

驚的電子郵件。郵信內容顯示美國國安局, 為了讓聯合國安理會

同意發動伊拉克戰爭, 竟然串通英國政府執行非法行動, 企圖改變

聯合國的表決結果。於是, 她與律師鼓起勇氣向媒體揭發此事, 挺

身捍衛她所相信的真相, 並成功引發世界輿論的關注與譴責。此

時, 她也因為違反國家機密法而遭控「叛國罪」...... 。在生活、婚姻與自由都即將面

臨威脅之際, 她該要如何對抗這個不公不義的政府? 而這個世界, 又將如何回應她的

勇氣呢?

片長111分鐘 [英]

 雙和藝廊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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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日電影院           電話：(02)2926-6888 #3514 陳小姐

加入 FB 粉絲
團，來跟我們
互動吧!

訂閱電子報，
更快速獲得活
動訊息 !!

《政爭系列影展》週四 主題電影院
播放(場次/時間)：/14：00起		/16：30起			 	 		播放地點：1F	簡報室

友間聊癒室：「愛，一直存在？」

阿弘開講
共讀書籍： 《感情這件事：五種角色，在愛的學習中遇見心理學家》

FB粉專直播時間：11/05（六）14：00－15：00    

Podcast上架時間：11/18（五）      

主講：楊聖弘（心理諮商師）

以心理師的角度選書，幫大家簡單導讀，並透過經驗分享及交

流，案例分析，幫大家讀懂書、找重點、應用在生活上。

巧瑜伽 恰恰恰
Podcast上架時間：11/11（五）、11/25（五）    

主講：Chacha老師（資深瑜珈老師）

結合chacha老師數十年瑜伽教學經驗，以瑜珈靜心課程結合當月主題，幫助聽眾

解除壓力，並配合瑜伽小學堂單元，介紹各種瑜伽好物及相關知識。

■ FB粉專直播：「阿弘開講」每月第1週週六14：00－15：00

■  Podcast：「阿弘開講」每月第3週週五更新/「巧瑜伽 恰恰恰」每月第2及第4週週五更新

 線上直播/Podcast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FB粉專

Podcast

 身心障礙者影展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圓缺之間」身心障礙者影展

時間：11/12(六)14：00－16：30 (13：30開放入場)

地點：1F 簡報室 

播放影片： 

1.《如果還能走》片長85分鐘  

2.《無礙有礙》片長14分鐘

主講：椅人(YouTuber)

時間：11/27(日)10：30－12：00 (10：00開放入場)

地點：1F 簡報室 

播放影片：

《看海》片長25分鐘

主講：林柏瑜（本片導演）、吳淑珠（永明發展中心前主任）

* 參加方式：免費入場，請自行上網報名，報名者優先入場，限額70名，額滿為止。

* 疫情期間請全程配戴口罩，活動配合最新防疫政策做滾動式調整。

報名連結

日期：11/01～12/05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臺灣漫畫界的國家級獎項—金漫獎，自2010年開辦以來，見證無數漫畫創作者及

從業人員的榮耀與感動。第13屆金漫獎，以「Move on！臺漫的征途」為主題，藉「征

途」比喻漫畫創作漫長孤獨的養成過程。讀者的回饋就是最迷人的能量和前進的動力，

現在就拿起一本本漫畫，為臺灣漫畫家和他們的傑作喝采吧！

第13屆「金漫獎」得獎書展

日期：11/01～12/05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運動，可不是件簡單的事情！

體育老師教我們要用鼻子吸氣，嘴巴吐氣，

教練說移動前，要把腳尖墊起來。

可是，為什麼呢？

答案，也許就在這場書展裡。

運動的呼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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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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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寞調香師
日期：11/19（六）14：00－17：00 (13:30開放入場)      地點：B1演藝廳  

導賞人：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熟男司機吉翁，唯一掛心不下的就是爭取女兒的監護權，父

女時光卻常因自己的粗枝大葉搞砸。吉翁的老闆特意安插他接送

客戶安，她在人生最輝煌時刻，意外嗅覺缺失，從香水界黯然退

場。一位是退無可退的魯蛇司機，一位是渴望重返巔峰的調香達

人，在生命轉折處撞見彼此……

片長101分鐘 

*	B1演藝廳座位約有500席，視障者優先入場。活動配合最新防疫政策做滾動式調整。

 電影聽賞活動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日期：11/01～12/05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閱讀」是各種學習的基石，是快速掌握知識的方法，亦是學習新知的管道。臺灣優良中

小企業經營管理的成功之道盡在「金書獎」！

111年「金書獎」得獎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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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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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粉專直播 Podcast線上聽

FB直播時間：每月第1週週六14:00-15:00
Podcast上架時間：每月第2-4週週五

Nov11
2022《我們想要的未來2：SDGs最實用課程設計》

時間：11/12（六）14：00－15：30    地點：4F 4045 教室    

主講：何昕家（�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共讀書籍： 《心流：高手都在研究的最優體驗心理學》

時間：11/08、11/22（二）19：40－20：40    

頻道：國立臺灣圖書館YouTube頻道 

主講：宋怡慧（丹鳳高中圖書館主任）

最美好的幸福時刻，發生在一個人有意地將身體或心智能力

發揮到極限，進而完成某件具有難度或有價值的事的時候；而真正

能夠滿足人心的，是對自己的生命真實感到滿意。最優體驗需要個

人的努力與創造力，以及隨時隨地掌控意識的能力。

這就是「心流」--- 一個讓人全神貫注於某件事而渾然忘我的境界。

11月的讀書會，就讓我們一起經歷這趟神奇之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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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 20：40

時間：11/08（二）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主講：翁德志（中國文化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副教授）

身處於後疫情時代的我們，講者帶領大家快速「透視」自己與家

人的腸道是否健康，腸道越健康，我們身心的健康狀況也越良好。歡

迎您，與我們一起了解這些與腸道菌相關的最新「腸」識，打造後

疫情時代全新「腸」態的健康人生。

時間：11/15（二）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主講：曾康倫（臺北市伊甸基金會萬芳啟能中心特約營養師）

營養師從從營養及運動的觀點，帶大家認識肌少症及骨鬆症，學習從日常的飲食及居

家運動中儲存肌肉與骨本，歡迎大家一起來養「肌」保「密」，為健康打基礎。

終結句點王．online讀書會

後疫情時代的健康新「腸」態

養「肌」保「密」好方法—預防肌少與骨鬆

 線上讀書會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與作家有約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繪本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人人生而平等，女生不再只是傳統的家庭主婦，男生也可

以是引領潮流的服裝設計師喔！

《誰說這是男生的玩具!》玩具有分性別嗎?書中主角佩兒

要麼怎麼解決這個刻板印象呢?。《胡利安是隻美人魚》以跨越

性別裝扮的小男孩胡利安為主角，描繪奶奶與孫子之間無條件

的愛。《了不起的妳》讓讀者知道，只要有決心，一定能辦到

任何你想做的事。

歡迎大小朋友和我們從主題書展中，透過閱讀，彼此尊重與包容，讓性別更平等。

性別平等
日期：11/01～11/30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故事童樂會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11/02（三） △ 你看起來很好吃 / 一蕙 阿姨 ▼ 墊板小弟開學了 / 鳳梨 阿姨          

 11/09（三） △ Guji Guji / 櫻桃 阿姨 ▼ 綿羊理髮廳 / 蘋果 阿姨         

 11/16（三） △ 小鱷魚最怕水 / 淑慧 阿姨 ▼ 拯救動物 / 蘋果 阿姨        

 11/23（三） △ 酷豆子 / 繼英 阿姨 ▼ 鱷魚的不行不行小黃瓜 /梅德林魔法師

 11/30（三） △ 你好!我的畫 / 圈圈 阿姨 ▼ 帶我去抓蟲 /圈圈 阿姨

聽故事時間 
時間：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 B1    

對象：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   自由參加

 （活動前 15 分鐘開始進場）

 親子影片欣賞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你願意付出多少，只為了與摯愛多一天的相聚？故事發生在

一個現代科技已比魔法還方便的精靈世界，精靈、人馬、美人魚、

獨角獸、小龍等奇幻生物都生活在現代化社區裡，過著與你我無異

「沒有魔法的生活」。主角是一對精靈兄弟巴利和伊恩，在他們很

小時父親就過世了，在弟弟伊恩16歲生日這天，媽媽拿出了一個很

特別的禮物–父親留下的魔杖、一顆鳳凰寶石以及一串魔咒，可以

讓爸爸短暫起死回生24小時；但他們施魔法時卻出差錯，只出現了爸爸的下半身，於是兄

弟倆踏上尋找另一顆鳳凰寶石的征途，最後他們能否讓爸爸順利歸來呢？。

2分之1的魔法
時間：11/05（六）14：00    地點：1F 簡報室    

片長102分鐘[中] 

活動當日13：45開始請至1樓簡報室領取號碼牌，憑票依序入場；活動開始後不

再開放入場，以免影響讀者觀賞影片的權益。親子(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優先取

票。活動請全程佩戴口罩。

時間：11/27（日）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對象：一般民眾 名額：60名（報名者優先入場）

主講：魏世芬（美國西敏音樂學院、臺灣大學戲劇系兼任講師）

發「聲」什麼事

閱讀沙龍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

健康營養專題講座 電話：(02)2926-6888 #4211 吳小姐

報名連結

2015年，聯合國宣布了「2030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17項SDGs目

標，指引全球共同努力、邁向永續。世界各地包含臺

灣，都積極地將目標融入各行各業中。

為了達到此目的，在臺灣教育現場，從國小、國

中、高中到高等教育，也如火如荼將永續發展、SDGs

等相關概念融入教學，編撰本書的臺中科技大學何昕家老師，長年投入永續發展、

SDGs教育實踐，一步一腳印的推動教育實踐，透過教育，將SDGs的精神感染下一

代。

主講：吳思霈（荒野保護協會推廣講師）�

全球暖化議題一直是世界各國領袖與新聞媒體關注的重點，氣候變暖已經是毫無

爭議的事實，且有超過90％的可能由人類活動導致。到底全球暖化是甚麼？全球暖化

對於臺灣又產生了哪些影響？身在臺灣的我們又能做些什麼呢？

翻轉吧 氣候變遷
時間：11/19（六）09：30－11：30      地點：4F 4045 教室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人數開放60名，如有名額，開放現場報名參加。  

 科普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604 楊先生    

報名連結

會議連結

辨識情緒與衝突管理

「臺灣歷史現場踏查」南區場

時間：11/19（六）13:：30－15：30    地點：4F 4045教室 

講師：陳德智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愛兒樂創益家庭關懷協會理事長)

本工作坊分為講師講解、實務練習、回饋反思等三個階

段，實施互動教學與討論，讓參與者在安全的體驗與反思環境

中熟悉情感教育的技巧與工具，有效學習處理情感相關問題。

日期：11/12（六）10：00－12：00        

名額： 30名（本活動限教師參加，並採線上報名）

本場次將探訪美濃開基伯公、東門樓、美濃下庄老街聚落、白

馬名家（宋屋學堂）、獅仔頭圳等地，認識客家文化。

主辦單位：	國立臺灣圖書館、華人情感教育發展協會、

	 	 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臺灣性教育學會。

  「愛，需要練習！」情感教育工作坊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臺灣歷史現場踏查 電話：(02)2926-6888 #3605 周小姐

報名連結

網路報名

時間：11/12（六）09：30－12：20 (9：15開放登入)

Google Meet 會議連結：https://meet.google.com/kwk-zhwx-mrq

主講：林芳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教授、臺灣文學學會理事長）

臺灣的歷史歷經西班牙、荷蘭、清朝、日本等多次的殖民統治，在日

治時期發展出對抗殖民政權的社會運動與文化啟蒙運動。戰後首先出現的大河歷史小說，

如李喬的寒夜三部曲或鍾肇政之臺灣人三部曲，皆以日治時期為背景，描繪英雄化的男主

角，挺身而出，對抗殖民者。在這種抗日史觀中，可見到殖民者/被殖民者，加害者/受害者的

二元對立概念。

重層殖民史與臺灣歷史小說：從對立到對話

臺灣學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610 徐先生

2

後疫情時代的
健康新「腸」態
翁德志 副教授

時間：11/8 (二) 14:00-16:00
地點：本館4045教室

1

健康專題系列講座

3
曾康倫 營養師

時間：11/15 (二) 14:00-16:00
地點：本館4045教室

報名請掃QR-code

2926-6888#4211   吳小姐

鍾頡 營養師

時間：12/7 (三) 9:30-11:30
地點：本館4045教室

均衡飲食—認識食物代換

養「肌」保「密」好方法
—預防肌少與骨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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