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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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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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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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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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四)
時限特工
Out of time

庫柏米勒是時間座標在1950年的星際特工, 工作是逮住破壞星際秩序的外星人。在
追捕行動中, 利用時光旅行穿越時空來到現在的地球, 女警麗莎是他唯一認識且信
任的地球人, 這對臨時搭檔要在有限的時間內將三個外星人緝捕到案, 否則將會有
蜂擁而上的外星人穿過蟲洞來到地球......

片長93分

[英]

12/08(四)

明明會說話
Mr. Zoo

國家情報局探員泰柱，接下中國外交大使熊貓「明明」出訪的護送任務，不料明明
才剛踏上韓國，旋即被恐怖份子綁架。眼看升遷機會泡湯而心急如焚的泰柱，在一
場意外後破天荒地獲得和動物溝通的超能力，身為綁架案唯一目擊者的狼犬阿里因
此化身最強助手，究竟這項超能力能讓他順利化解危機、完成任務嗎？

片長114分

[韓]

12/15(四)

黑魔女2 
Maleficent : 

mistress of evil

對人還是存有戒心的黑魔女梅菲瑟, 一心想保護奧蘿拉公主, 但卻適得其反。當菲
力浦王子鼓起勇氣在大日子和奧蘿拉求婚, 兩人的心意卻引起王國背後有心人的操
弄。菲力浦邀請奧蘿拉與梅菲瑟到城堡與他的父王、母后餐聚, 菲力浦的母后英格
麗卻試圖挑起人類和魔域梅菲瑟之間的戰爭, 不但奧蘿拉公主與的梅菲瑟關係岌岌
可危, 還引發一場牽連無辜的殲滅計畫, 雙方戰火一觸即發!

片長118分

[英]

12/22(四)

美麗佳人
歐蘭朵

 Orlando

述敘主角四百年的傳奇生涯,轟動歐美影壇的傑作。出身英國貴族的歐蘭朵, 是伊麗
莎白一世時的美少年, 做過其侍衛深得寵幸, 並被賜予「不凋零不老去」。在一次
次的沉睡後, 從性別的錯亂覺醒, 享有永恆青春的他/她, 品嚐過愛情的甜蜜, 面對創
作的折磨, 和戰爭的荒誕。他談過與俄羅斯公主的戀愛, 也曾躲進文字裡尋求失戀
的解脫；他為躲避煩擾自請出使東方, 還與可汗結下友誼, 又因英國殖民主義的利
益衝突而破裂。精神受到衝擊的他陷入昏睡, 一覺醒來變成女性。四百年後, 歐蘭
朵來到了現代, 與單親撫養的女兒重回貴族時的古堡領地, 雖然她不再擁有財富和
地位, 但卻終於擁有自由, 成為一個二十世紀的獨立女性。

片長93分

[英]

12/29(四)

海人魚 
Mermaid Whispering

究竟該投入大海的擁抱, 還是追求更大的夢想? 那次海上意外, 是漁夫之子拿威與人
魚少女的初識, 也是與水底攝影師大霈的相遇。為了答謝大霈相救, 擅長自由深潛
的拿威擔任她的海上嚮導, 未開發的海底美景讓來自都市的大霈如癡如醉 ; 大霈眼
中的海洋, 更是從小生長在蘭嶼的拿威未曾體驗過的宇宙觀, 他們用彼此的眼看見
了全新的世界, 也讓拿威看見了自由深潛的未來與商機、給了他出走蘭嶼的契機。
躲在礁石後的人魚少女, 是那場意外中真正救了拿威之人, 她奮力的褪去尾鰭、與
拿威再次的相遇。「來我的懷裡, 當一條魚吧......」, 他彷彿聽見了海洋的呼喚、聽
見了少女的期待。

片長79分

[國]

★提醒您依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朵拉與失落的黃金城 Dora and the lost city of gold
時間：12/18 (日) 14：00   地點：B1 演藝廳

朵拉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和父母一起探索叢林, 卻沒有什麼能讓

朵拉為她最危險的冒險「高中生活」做準備。身為探險家, 朵拉將

帶領著布茲(她最好的朋友,一隻猴子), 迪亞哥(傑夫沃爾伯格 飾), 

一個神秘的叢林居民(歐亨尼奧德伯茲 飾), 還有一群青少年共同參

與一場真人實景的冒險旅程。拯救她父母親(麥可潘納和伊娃朗格

莉亞 飾)的同時, 還要解開失落的印加帝國黃金城背後謎團。

片長102分鐘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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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超自然系列影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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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躍閱讀·永續發展」活動一覽表

創意廣場周邊戶外活動

本館活動(室內)

NO.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聯絡人

1 闖關競賽遊戲：大堡礁尋寶 10:00-16:00 企推組/蕭小姐#5401

2 開卷有益 惜水有你 節約用水大進擊 10:00-16:00 企推組/蕭小姐#5401

3 閱讀前陷‧守護臺灣地平線 10:00-16:00 企推組/蕭小姐#5401

4 游戲人間 10:00-16:00 企推組/蕭小姐#5401

5 帶你摺出一本小書
10:00-12:00
13:30-16:00

參考組/簡先生#4217

6 閱讀「印記」
10:00-12:00
13:30-16:00

參考組/簡先生#4217

7 免費熱美式咖啡品嚐 11:0、15:00 秘書室/黃先生#6723

8 Fun書去旅行+辦證閱讀趣 10:00-16:00 閱覽組/許小姐#3131

9
小木馬的「永續書屋」──來和因因
呼玩遊戲

10:00-16:00 企推組/蕭小姐#5401

10 閱讀與讀報體驗 10:00-16:00 企推組/蕭小姐#5401

11 戶外環境+實境解謎的遊戲 10:00-16:00 企推組/蕭小姐#5401

12 人像速寫+公園寫生
10:00-12:00
13:00-16:00

企推組/蕭小姐#5401

13
1.走入中山樓自然人文藝術世界。
2.靜走+禪繞畫。

10:00-16:00
中山樓/陳小姐
28616391#105

14
1.閱讀戲劇表演+帶動活動
2.造型氣球教學

10:00-16:00 企推組/林先生#5414

15 透過 Google的智慧鏡頭，認識植物 10:00-16:00 參考組/張小姐#4224

16 製作成創意DIY夾 10:00-16:00 參考組/陳小姐#4230

17 萌萌的灌籃趣 10:00-16:00 企推組/林先生#5414

18 創意手作DIY 10:00-16:00 企推組/林先生#5414

19
1.桌遊體驗
2.閱讀永續援外

10:00-16:00 企推組/林先生#5414

20 SDGs永續心生活 10:00-16:00 採編組/臧小姐#2113

21 戲說中山樓-玩、轉Q獸讚! 10:00-16:00
中山樓/徐小姐
2861-6391#113

22 生態永續，我很「繪」 10:00-16:00
臺研中心/周小姐
#3605

23 樂山區植栽導覽 10:00-16:00 秘書室/張小姐#6705

24 古早味遊戲闖關 10:00-16:00 閱覽組/史先生#3512

25
環境信託是什麼？
自然谷環境信託基地介紹

10:00-16:00 閱覽組/史先生#3512

NO.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聯絡人

26
一件好事愛動物-把廢紙捲變成會跳舞
的動物

10:00-16:00 閱覽組/史先生#3512

27 尋龍高手 10:00-16:00 閱覽組/蔡小姐#3111

28 自製保濕乳液
10:0、11:30
13:3、15:00

閱覽組/史先生#3512

29 看見臺史博 10:00-16:00
臺研中心/周小姐
#3605

30 「生態世界任遨遊」—電子書刊聯展 10:00-16:00
參考組/吳小姐#4211
          周先生#4216

31 SDGs無限翻轉紙環 10:00-16:00 臺研中心/周小姐#3605

32
我家門前有小河:
「瓦瑤溝」醜泥怪的故事

10:3、13:30
15:00

參考組/楊先生#4219
          吳先生#4229

33 跟著圖畫書認識氣候議題 10:00-16:00 企推組/林先生#5414

34 走讀鳥音-聽見都市中公園的鳥聲音
08:00-09:30
14:30-16:00

臺研中心/楊先生
#3604

35 走進香藥草花園
10:00-11:00
15:00-16:00

閱覽組/許小姐#3131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連絡分機

讓世界更美好－永續發展教育
閱讀共融手語說故事

10:00-12:00
B1視障資料中
心視障研習教室

採編組/
闕小姐#2120

我們與大自然的對話！聊生態
永續/李偉文醫師主講

10:30-12:00 4樓4045教室
企推組/
程小姐#5416

《SDGs：我們想要的未來》/
王毓正教授主講

14:00-15:30 4樓4045教室
企推組/
程小姐#5416

「 一 場 閱 讀 的 眼 球 革 命 ： 永
續、生態與生活」/方偉達所長
主講

14:00-16:10
B1視障資料中
心視障研習教室

企推組/
余小姐#5405

「采風新繹」/林惠娟教授主講 14:00-16:00 6樓6030教室
臺研中心/
張先生#3603

「采風新繹」數位體驗 10:00-16:00 1樓大廳
臺研中心/
張先生#3603

Journey of the Sea Prince and 
the Princess英語童話故事城堡
戲劇/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應用英
語學系

15:00-16:00
B1親子資料中
心中文繪本區

閱覽組/
蔡小姐#3111

「閱讀不設限」--永續教育特殊
格式圖書資源主題書展

09:00-17:00
1樓
視障資料中心

採編組/
闕小姐#2120

讓世界更美好--永續發展主題
書展

09:00-21:00 1樓新書展示區
閱覽組/
蔡小姐#3111

環保人簡單生活守則-永續發展
主題書展

09:00-21:00 2樓新書展示區
閱覽組/
史先生#3512

時間：12/03（六）10：00－1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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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衣小舖》—單身的來，單身的走？
時間：12/10（六）13:：30－16：30 地點：1F 簡報室 

講師：蔡志東(�瘋狂約會共學團創辦人)

「發展人際關係，建立有意義的情感連結」是我們一輩子的功

課；活到老，維持關係到老是人生幸福的關鍵。《內衣小舖》反應人生的真相，歡

迎大家一起來看電影，討論情感，豐富我們的人生。

注意事項： 館內請一律佩戴口罩，以保護你我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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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學習！」情感教育電影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報名連結

日期：11/29～01/02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極端熱浪與寒流、海平面上升，

這些新聞名詞已經變成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挑戰。

我們都希望地球更好，但是「環保」好像是件困難、麻煩的事情，

究竟「環保人」的生活都是怎樣呢？是不是都要靠著燭光吃晚飯？

一起拿起書本，看看你我都能做到的「簡單生活守則」吧？

簡單生活Go永續

日期：12/06～01/02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你是否覺得每天要起床上學都很痛苦？

你是否發現每次打開書本就想打掃房間？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習慣，有些習慣讓你獲益，有些則帶來困擾。

不過，習慣是可以改變，可以培養的，

讓我們一起來從小處著手，創造更好的人生吧！

日期：12/06～01/02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創作出版的自由是臺灣最珍貴的資產，出版產業記錄文化

也傳承知識，呈現臺灣創意、求新求變的多元面貌。第46屆金鼎

獎延續110年「自由」的視野，帶領讀者翻開臺灣的作品，博覽

「閱讀」的群山，欣賞文史藝術科學的壯麗。每一句、每一頁、每

一本，都是創作者努力的步伐。透過這些傑作，讓我們跨越層層

山巒，一起見證每一個高峰。

從今天開始！好習慣養成班 

第46屆「金鼎獎」得獎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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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3512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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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要的未來3企業的SDGs成功術》

《春閨夢──那些被留下來的女人》

時間：12/03（六）14：00－15：30    地點：4F 4045 教室    

主講：王毓正（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時間：12/17（六）10：00－11：30    地點：4F 4045 教室    

主講：王瓊玲（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

共讀書籍： 《財富自由的整理鍊金術：斷捨離變身金錢魔法，打

造心靈×空間×時間×財務自由人生！》

時間：12/13、12/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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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捨離不只是淘汰物品，而是攸關整個人生面向的選擇，是一輩子

的功課，也與金錢息息相關。透過整理物品，了解購物背後的原因，並重

新定位「需要的物品」，自然減少不必要的物慾。「整理」加上「理財」，

讓你兩三年存的錢，比過往二十年存的錢還要多，進而減少支出，提早達成財務自由！

終結句點王．online讀書會

 線上讀書會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與作家有約暨閱讀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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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心情好嗎?不論大人小孩都會有情緒。有快樂、開心的時

刻，也會遇到難過、悲傷的事情，甚至陷於生氣、憤怒的情境中。情

緒來了，怎麼辦？學習冷靜，面對問題，換個角度，也許會看到不一樣

的風景喔！本月親子中心挑選一系列與情緒相關的繪本好書，歡迎

大小朋友一起到館看繪本、拋開煩惱、擁抱好心情。

情緒點點名
日期：12/0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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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三） △ 愛說不要的小兔子 / 兔子 媽媽  

 ▼ 墊板小弟開學了 / 鳳梨 阿姨          

 12/14（三） △ 暖暖的火鍋湯、浣熊餐廳 / 繼英 阿姨 

 ▼ 刺蝟醫生和小幽靈 / 櫻桃 阿姨         

 12/21（三） △ 包姆和凱羅的天空之旅 / 素娥 阿姨 

 ▼ 給聖誕老公公的一封信 / 梅德林魔法師 

 12/28（三） △ 你能找到聖誕老公公的內褲嗎 / 蘋果 阿姨 

 ▼ 千千萬萬個聖誕老公公 / 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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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繪本展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中山樓活動                         電話：(02)2861-6391 #113/102

跟著繪本作家陳又凌的腳步，我們一起走過會生氣的山，打開

臺灣地圖遍訪臺灣最美的地方，一起尋找祕境，漂洋過海參與奧運

盛事……這次，又凌要帶我們穿越時空回到好久好久以前，去參觀

皇帝的動物園！機會千載難逢，誠摯歡迎您一起加入！

表演團體：(1) 戲曲學院京劇小學部、臺灣特技團、典樂律樂團。(2) 北一女中國樂

社、弦樂社。(3) 波波星球泡泡哥哥、視障藝人、幼兒園。(4) 京劇名角唐瑞蘭、鋼琴家周

美君、鋼琴家周美君及聲樂家蔡永文教授，增添中山樓溫馨動人的藝術氣息！

從前從前皇帝有個動物園—陳又凌繪本原畫展

陽明山中山樓冬日感恩音樂饗宴—再創山中傳奇

中山樓創藝互動特展

時間：11/29～12/25    

地點：1F 臺灣藝文走廊及親子資料中心B1、1F、2F

時間：12/10（六）14：00－16：00     地點：陽明山中山樓3F國宴廳

來電預約 : (02)2861 6391 #107 #133 地點：陽明山中山樓ㄧ 樓特展區  

透過結合AR/VR帶領民眾一起體驗不一樣的虛擬互動遊戲，欣賞中山樓之美。    

主講：吳銀水（社團法人臺灣藍染學會理事）�

「草山風，竹子湖雨，金包里大路」，此臺語俗諺正是陽明山的寫照。金包里大

路，是從清朝開始就有的「道路」，經過日治時期的擔魚道路，才被稱為魚路古道。

金包里大路輕鬆行
時間：1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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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連結

燦然藝新—2022永平高中美術班師生主題創作展

粉彩奕奕～臺灣粉彩畫協會藝術交流展

「觀修護．知傳承」館藏修護特展

日期：12/14～12/28　地點：4F 雙和藝廊  

日期：11/23～12/11　地點：4F 雙和藝廊  

時間：10/25～12/30  地點：5F 特展室

永平高中美術班自民國84年創立以來，持續培養愛好藝術的

學生，使他們在高中三年內，學習以藝術創作探索自我、表達自

我、追尋創作的可能性；三年後進入大學，往自己的志向持續精

進。在每一張畫作裡，可看見時間的積累，看見想法與創意的萌

發、雙手與媒材的磨合，展現出永平師生強大的創作能量。

透過本館各樣華美精實的圖書裝訂形式之介紹及精心挑選的書籍，展示本館裝訂室

修護文獻舊籍之成果，讓民眾對書籍裝幀之美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展覽增設展場互動區，

進一步透過現場互動遊戲增加展覽的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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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閃」是個六歲的小超人，他與一群好朋友在超能力學校

上課，不過只剩他還沒找到屬於自己的超能力...... 。在這個宇宙

中，還有一個邪惡的馬斯星球。馬斯國王非常討厭小孩的歡笑聲，

於是他密謀一個邪惡計畫，打算讓所有的小孩從此失去笑容。某

天，超能力學校突然出現一個從來都不笑的小女孩梅格，閃閃和她

變成了好搭檔。不同的星球、全新的朋友，以及前所未見的怪物，

閃閃與梅格要如何攜手合作，打倒馬斯國王、保護這個宇宙呢?

閃閃小超人
時間：12/03（六）14：00    地點：1F 簡報室    

片長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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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間聊癒室：「給自己一個安全的距離」

阿弘開講  主講：楊聖弘（心理諮商師）

共讀書籍： 《立下界限：卸除生命中不必要的內疚感，找回平

靜，成為溫柔且堅定的自己》

FB粉專直播時間：12/03（六）14：00－15：00    

Podcast上架時間：12/16（五） 

巧瑜伽 恰恰恰  主講：Chacha（資深瑜伽老師）

Podcast上架時間：12/09（五）、12/23（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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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粉專

Podcast

 電影聽賞活動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我們與大自然的對話！聊生態永續

一場閱讀的眼球革命：永續、生態與生活

時間：12/03（六）10：30－12：00    地點：4F 4045 教室    

主講：李偉文（牙科醫師、暢銷作家）

時間：12/03（六）14：00－16：10  地點：B1視障研習教室    

主講：方偉達（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優聘教授兼所長）

時間：12/07（三）09：30－11：30      地點：4F 4045 教室

主講：鍾頡（營養師）

時間：12/04（日）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主講：張蘊之（教育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

時間：12/18（日）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主講：王麗蘭（教育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

均衡飲食—認識食物代換

柬埔寨：吳哥文明的繼承者

多元文化的交融與競逐:你所不知道的馬來西亞

健康營養專題講座 電話：(02)2926-6888 #4211 吳小姐

從文化脈絡認識東南亞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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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醫院特展                   電話：(02)2926-6888 #4217 圖書醫院

人生那堂課
日期：12/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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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自幼在孤兒院過著艱苦的日子，善良的賽樂絲汀同情

保羅的處境，收養並將他帶回到她工作的莊園。某日，保羅跑

進森林玩耍，意外撞見一名正在打獵的老獵人，兩人自此發展

出一段真摯的情誼…… 

片長116分鐘 

*  B1演藝廳座位約有500席，視障者優先入場，疫情期間請全程配戴口罩。

第71期終身學習研習班招生中

詳見官網查詢

 終身學習研習班 電話：(02)2926-6888 ＃5405余小姐

電話：(02)2861-6391 #107 潘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