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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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現麗島－縣市行政區代表花卉創作聯展

憶台灣－洪元益油畫展

對生Duo  /流動與會遇所在 - 韓毓琦個展

日期：04/27～05/08      地點：4F 雙和藝廊  

日期：05/11～05/22      地點：１F 臺灣藝文走廊、4F 雙和藝廊  

日期：05/25～06/05      地點：4F 雙和藝廊  

擬古入今  以畫寄情  以花傳情

臺灣四季如春，繽紛多樣化的花卉在日常生活中隨處

可見，其花語代表意義、象徵意涵則更為豐富；而由民眾

票選出的市花更成為一個城市的形象標幟，亦凝聚了市民

情感和向心力。一路寄情耕耘於工筆畫的同好，以臺灣四

季常見花卉和各縣市行政區代表花作為創作主題，希望和

觀者產生共鳴；並傳遞畫者對生活生命的認知，體驗和感

悟，希冀更多市民走入展場、通過繪畫藝術的欣賞和審美

陶冶心靈，開啟一場美好的視覺饗宴。

婆娑之洋，美麗之島福爾摩沙，近四百年來，在東西

文化的衝擊與洗禮下，孕育多元與包容文化，而來自諸方

的吾等先民，融合了彼此不同的文化，在這豐美的寶島土

地上，胼手胝足，耕織了一幅幅美麗圖畫，每一幅畫裡，

有先民的話，也有您我心中的話，更有作者心中的畫！

洪元益老師負笈北上近五十載，遊走於親如母親的臺

灣土地上，念天地悠悠，感滄海桑田。趁入暮之年，將深

嵌封印心底的話語，以及天光下，質樸的臺灣自然與人文

風貌，透過彩筆勾勒，定格於畫布上，以抒緬懷先澤之胸臆，更盼「物我合一，澄

虛我心」。

面對面存在的兩個身體，是光與陰影，是具象與抽象，

是過去、現在與未來。作者的創作探索是源於自然、相互關

聯的角落，景觀與空間成為一種隱喻的材料，將難以察覺

的交流展現。創作是作者自己的延伸也是互補，生活中碎化

的記憶片段，形成紋理，被移動、交換、組合成平衡的潛在

力量，如同自然界平衡與秩序的流動貫穿。本次展覽「對生

Duo- 流動與會遇所在」，展出共40餘幅作品，為藝術家近期

充滿活力的生命歷程創作，以及島嶼海洋潮間景觀「另一片

汪洋」與「青泥之地」等系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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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5(四)
叛逆的麥田捕手
Rebel in the rye

年輕氣盛的沙林傑，夢想成為一個短篇小說家，他對人生充滿期待，追求

獨立、愛情以及人生中的各種刺激，卻始終在紛來人往的紐約找不到自

己的方向，直到他遇到了人生導師惠特，才真正突破自我的藩籬，將他對

生命的各種想法注入文字之中。沙林傑的創作之路，若非惠特一路的支

持及幫助，沙林傑筆下的故事不會有變成長篇小說的機會，更別提經典

麥田捕手的誕生，然而一夜成名的沙林傑卻在名聲中迷失自我，嫉妒心

反而讓他跟惠特變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片長109分

[英]

05/12(四)

夢想心方向
The boat builder

跨越世代的橫溝，他們如何共同打造夢想? 一個在鎮上被稱為"瘋子船

長"的獨居老人艾諾，打算建造一艘船並航向無邊際的大海，某天他幫助

一個年輕的孤兒瑞克避免被當地壞孩子霸凌，瑞克想幫助艾諾完成他的

船，同是孤單的兩人逐漸形成一種不太可能的情誼，船成為他們逃離海

邊小鎮的一次機會......

片長89 分

[英]

05/19(四)

花生醬獵鷹的願望 

The peanut butter 
falcon

患有唐氏症的查克，他不顧一切逃離照護機構，只為了找到崇拜的傳奇

摔角手，向他拜師學藝。他在特殊情況下，結識了亡命之徒泰勒，泰勒並

成為他的教練與盟友。兩個流浪的靈魂一拍即合，開啟一場充滿驚喜的

旅程。他們共同繞過三角洲，逃避警方追捕。逃亡途中，他們一起喝威士

忌、尋找上帝、捉魚充飢。後來，甚至連原本要把查克帶回去的看護艾莉

諾，都加入了這趟旅程，而三人意想不到的情誼，也將迎來一段歡樂又激

勵人心的溫暖之旅。

片長97分

[英]

05/26(四)

為你存在的每一天

Because of you

五歲的星星有個跟別人不一樣的媽媽小青，愛笑的小青最喜歡跟星星一

起玩耍，相依為命的兩人為了生活到市場打工，卻無意惹禍上身，開啟了

一連串的麻煩事，甚至丟了工作，還引起新聞媒體的注意，爆出小青不堪

的過往......。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社會局決定安排星星到寄養家庭，然

而這個表面上[最好的安排]，竟成了小青母女倆[最壞的決定]。面對現實

的壓迫與社會的歧視，小青決心帶著星星離開，但他們究竟該何去何從

呢?

片長84分

[國]

★提醒您依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B1演藝廳座位計有500席，放映前30分鐘開放入場，疫情期間採實聯制，入場請全程配戴口罩。

全力以赴 The trial
時間：05/22 (日)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人生的試煉永不止息...車禍意外帶走了妻子和兒子們，自殺似乎是小鎮律

師麥克能想到脫離悲傷的方式，一通謀殺委託案件的電話打破了他的執

念，知名的"高塔謀殺案" 主嫌聲稱自身清白且絕對不可能殺死摯愛的女

友，麥克為了挽救年輕的生命，不惜犧牲一切全力以赴......

片長101分鐘[英] 

 雙和藝廊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影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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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勵志系列影展》主題電影院
播放場次及時間：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媽媽的味噌湯
時間：05/21（六）14：00－17：00 (13:30開放入場)      

地點：1F 簡報室  

導賞人：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千惠是一位平凡樸質的妻子，盼望能與丈夫信吾一起

養兒育女，過著單純卻快樂的日子。某天卻得知自己罹患

乳癌，千惠在接受抗癌治療後，影響了卵巢機能，且懷孕

極有可能危及生命。一度放棄生育的千惠，在信吾的陪伴

支持下，平安生下女兒小花。然而好景不常，千惠再度病魔纏身，深知自己將無

法陪愛女小花一同成長，她希望即使自己離開了，小花依然能健康長大。為了這

個信念，千惠從做柴魚片開始，教育小花料理和家事的重要性，延續了她們過去

那段美味、溫暖且無可取代的時光……

*1F簡報室座位採梅花座，限額35名，視障者優先入場，額滿為止。

*疫情期間採實聯制，入場請全程配戴口罩。

 電影聽賞活動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青春記事‧獨家報導

為了以豐富的圖書館資源支援高中課程教學，本館與新

北市立錦和高中合作，共同開發高三國文科採訪實務課程，

帶領學生從微卷資料認識與分析報紙報導開始，進而鎖定青

少年關懷的議題，並透過實際採訪凝鍊出獨有的觀點。本展

覽展示學生們投入編輯採訪的成果，歡迎大家踴躍參觀。

 圖書館資源共享成果展                  電話：(02)2926-6888 #3600 蔡小姐

日期：05/17～05/29      地點：1F 大廳  

日期：05/03～06/06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食衣住行育樂是人們的基本需求，

但可不是什麼「基本」的事情喔！

它們可是文化的精隨，

是展現我們創新、冒險與智慧的媒介。

你知道「鹽」的製作方法有多少種嗎？

培根、生火腿、熟火腿各自又適合搭配什麼食物呢？

讓我們一起走進生活的角落，體驗人類的創意吧！

日期：05/03～06/06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我們不只在「吃」、「穿」、「住」上充滿創意，

「寓教於樂」也是沒再客氣的。

「火車」、「硬幣」圖鑑不稀奇，

「鋼筆」、「玩具」圖鑑少見一些。

不過，你可曾聽過「山寨玩具」、「螃蟹郵票」的圖鑑？

（沒錯，那是一本只收錄螃蟹的郵票圖鑑）

歡迎大家參觀本次書展，探索人們無奇不有的興趣。

圖鑑大百科-食衣住

圖鑑大百科-行育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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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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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永續海洋篇—《珊瑚很有事》觸覺閱讀書展

海洋不只影響全球的氣候，也是地球上生物生存最大的

空間，更是提供各式各樣生物的生命泉源。配合本館閱讀公

園「生態永續」主題，自3/22至5/31止，於本館大廳入口區右

側櫥窗及視障資源中心1樓雙視圖書區，特別展出國立海洋

科技博物館精心規劃製作的「針織珊瑚」展品，模擬珊瑚的

樣態將海中的珊瑚以藝術的形式呈現於陸地上；並提供友善

服務，現場展品皆可以觸摸，另準備多元的特殊格式圖書資

源(臺灣手語電子繪本、雙視圖書等)，讓大小朋友利用觸覺閱讀，感受海洋生態的美

麗與哀愁，歡迎現場體驗。

 生態永續主題特展                   電話：(02)2926-6888 #2120 闕小姐

日期：03/22～05/31      地點：1F 大廳櫥窗、視障資料中心雙視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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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戲曲的殘酷之美一一足纏、夢不殘

主講：	王瓊玲（本館駐館作家、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

	 張瑄庭(臺灣豫劇團團員）

揉合歷史真相與文學想像，透過王教授的演講，再搭配臺

灣豫劇團員張瑄庭團員分享《金蓮纏夢》，體會【閱讀文學欣

賞戲曲】的魅力。

時間：05/31（二）上線     

頻道：本館線上演講廳

共讀書籍： 《塗鴉吧！用視覺模板翻轉人生：6種框架x4個步

驟，學習、工作、時間管理全搞定》

時間：05/10、05/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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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模板筆記是一種用圖像搭配文字與模板，進行思考、

溝通、表達的思維模式。只要願意提筆，就能透過圖像式思考，全面提升提問力、探

究力、創造力、溝通力，讓學習更有成果、時間運用更有效率。

就讓怡慧老師和大家一起透過圖解思考、圖像溝通、視覺引導三個面向，重整學

習思維，開啟大腦最強外掛，用圖像翻轉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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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結句點王．online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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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約佔地球表面的百分之七十，是一切生命的起源，

神秘的海洋蘊含了多少生物呢?人類的活動使海底世界又發生

了什麼變化呢?

《海龜與海》讓我們跟著海龜來一趟驚奇的冒險之旅。

《海洋：萬物之母：孩子的第一本海洋繪本》透過海洋視角，看到我們從未見過的海

洋另一面。《最美的海洋：需要我們一起來保護》一書中細緻的插圖，搭配動動腦，

展示了澳洲大堡礁、蘇達班紅樹林到加州巨大海藻林的美麗漫遊圖卷。 

歡迎大小朋友和我們從當月繪本主題書展中，認識美麗的海洋、共同守護海洋生

態。

小小海洋探險家
日期：05/01～05/31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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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4（三） △ 害羞一族/ 兔子 媽媽   ▼ 一片大海兩個家/ 鳳梨 阿姨          

 05/11（三） △ 小鱷魚和鯨魚/ 一蕙 阿姨   ▼ 誰吞了史丹利/ 梅德林魔法師         

 05/18（三） △ 海馬先生 / 櫻桃 阿姨   ▼ 章魚先生買褲子/ 蘋果 阿姨        

 05/25（三） △ 小珊瑚寶寶 / 繼英 阿姨   ▼ 魚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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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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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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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台語俗諺正是陽明山的寫照。其中的金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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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魚人趁著半夜穿著草鞋，用扁擔擔著魚貨，點著微微的磺仔火啟程。

主講：林聖欽（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108社會領域課程綱要中，與以往課綱不同處之一，為在國民中學的地理部分，

新增了有關地名的教學內容。其目的一方面是試著提供現場歷史與地理老師共同備課

的平臺，另一方面則是希望透過地名教學能夠建立學生對於一地的地方感。在這波新

課綱中，地名教學仍然包括有關一地地名由來的教學內容，此部分可提供學生探究某

地區發展歷史、環境特色的切入點，但更特別的亮點，則是在地名教學中也會探究地

名與商品行銷之間的關係，此部分則是提供學生探討地方文化、產業為何能夠商品

化，甚至以當地地名做為重要的商標符號，進而期待未來學生能思索如何發揮家鄉的

特色，建立家鄉的品牌，從而對家鄉能有更強的向心力。簡言之，地名不僅有濃郁的

歷史價值，也有豐厚的現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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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及全家共讀系列活動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

「閃閃」是個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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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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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講：曾獻瑩（愛傳協會秘書長）	

1.愛之語體驗活動

2.曾老師講愛之語課程:影片+故事互動時間

3.邀請《用對愛之語》書中的1-2個家庭來分享他們的家庭感人故事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圖書館 協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愛傳資訊媒體發展協會

閃閃小超人

用對愛之語 孩子功課更好、品格更好、關係更好

時間：05/07（六）14：00  

地點：1F 簡報室    

時間：05/14（六）14：00－17：00     地點：4F 4045教室 

活動名額：親子30組/後補5組，即日起受理報名，額滿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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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維持室內1.5公尺社交距離之防疫建

議，座位數量由館方視情況調整；親子(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優先取票。活動請

全程配戴口罩。

報名連結

介紹3C行動載具上常見的「海報合成」APP軟體，讓讀者能夠

使用簡單的操作，完成獨一無二的文宣製作。同時介紹館藏豐富的

HyRead電子書電子雜誌資源，讓讀者能充分利用3C行動裝置享受

雲端閱讀與智慧生活。心動不如馬上行動哦！參加我們的課程吧！

主講：周妮萱（臺灣創齡推動發展協會Creative	Ageing創辦人）	

講座內容聚焦在老年與中壯年代間溝通，歡迎大家一起來聆聽

與分享。

智慧行動裝置不可少，基本設定必需瞭，手機遺失勿驚慌，善

用技巧去尋找。購買新機轉換無煩惱。善用語音助理，生活方便又

有趣。

智慧樂活e生活～玩美海報合成照

成功營造兩個大人的世界：老年與中年的自在幸福感

行動載具雲端悠遊樂～認識智慧行動裝置

時間：05/03（二）14：00－17：00      地點：4F 4045 教室

時間：05/28（六）10：00－12：00      

地點：1F 簡報室

時間：05/25（三）14：00－17：00      地點：4F 4045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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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新時代的代間溝通心法」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

生態世界面面觀
時間：05/12～07/14     

該展區將分四梯次展示本館生態相關之線上資源，由線上影音多媒體及電子

書的介紹，讓讀者對生態環境有更多的認識。

 線上電子資源展 電話：(02)2926-6888 #4211 吳小姐

報名連結

報名連結

報名連結

線上連結

金包里大路輕鬆行

108課綱的探究與實作：臺灣地名教學

時間：05/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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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05/14（六）09：30－12：30      

地點：4F 4045 教室

頻道：線上講座，於本館官網公布連結。  

 科普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604 楊先生

 臺灣學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602 陳先生

報名連結

線上演講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