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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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進《兒童日報》回顧，探尋兒童文化力「翻轉長照 一切照常」長照主題書展 

112年7-12月雙和藝廊、臺灣藝文走廊展覽檔期開放申請囉！

兒童日報與我

兒童文化、兒童新聞與故事的哲學 

從史料學觀點談兒童日報在臺灣兒童文學史的歷史定位

日期：09/01～09/25      地點：4F 雙和藝廊  日期：08/16～10/02      地點：1F 臺灣藝文走廊  

申請時間：07/01～09/30

申請方式：請填妥展覽場地申請表（請至本館入口網 / 活動訊息 / 展覽頁面下

載），備齊相關申請文件，mail至cls@mail.ntl.edu.tw 或寄至本館企劃推廣組收。

詳細內容請上本館網站查詢。

日期：09/03(六)15：30－16：50      地點：4F 4045教室  

日期：09/04(日)10：00－11：30      地點：4F 4045教室  

日期：09/04(日)13：00－14：30      地點：4F 4045教室  

歷史上的大事件：以兒童文化為理念的報紙媒體誕生了！

在1988報禁解除、在那個覺醒創發的時間點，一個新的媒體

新的產品，以新觀念促進這個社會開始注意到兒童文化。現在，

邀請大家來重讀舊報，或許能喚起您去追憶那個曾經走過的時

代；或許召喚回過去的小讀者們；對比現在的海角天涯事，不論是新舊讀者，或許從

這次的回顧，展開不同的思索，讓您再一次煥新！

講者：洪文瓊

對談者：林志明、楊茂秀

對談者：陳玉金、李宛蓁、洪文瓊

數學教育與兒童文化

日期：09/04(日)15：00－16：50      地點：4F 4045教室  

對談者：邱守榕、詹宗智 / 主持：楊茂秀

生態倫理與兒童文化

日期：09/18(日)10：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對談者：李偉文、陳維滄

兒童文化、兒童哲學與探索社群經營的新聞世界

日期：09/18(日)13：30－15：30      地點：4F 4045教室  

對談者：李偉文、陳維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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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1(四)
蘿莉破壞王

System crasher

教室裡, 年僅九歲的貝妮(海倫娜澤格爾 飾)臉上掛彩, 發出死亡般的吼叫聲咒罵
著同學。憤怒沖腦的她是社福機構裡最危險的不定時炸彈。數度被強制送醫的
她, 總在看似情緒好轉後又急轉直下。在貝妮一次次情緒失控之下, 也逐漸動搖
週遭人們對她的寬容與憐憫, 輔導員對她束手無策、無可奈何 ; 而貝妮的唯一心
願就是「回家」與媽媽同住, 這看似再平凡不過的小小請求, 卻因她的病情不穩而
無法實現。她宛如披著混世魔王的外衣, 獨自行走在瀕臨崩潰的世界邊緣......

片長125分

[德]

09/08(四)

電競隱者
Good game

電競少年戰隊真實故事翻拍。甫高中畢業的傑克, 亟欲分擔母親的經濟重擔, 
在網咖當起遊戲槍手來賺外快, 卻意外被發掘進而組隊踏上職業遊戲世界之
路。決賽是全球玩家最多的英雄聯盟, 持續練習、團隊磨合、集訓衝刺, 這群神
級隊友能在本賽季拔得頭籌嗎?

片長110分

[土]

09/15(四)

舞力決戰 
The battle

街頭舞者安東夢想征服街舞世界, 但一次嚴重的意外導致夢想粉碎, 將他推進
無聲世界。失聰後的安東也失去了活下去的意義, 但也正是在此艱困時刻, 他遇
見了此生真愛, 並找到他的人生使命。安東學著傾聽來自內心的樂音, 並開始教
同樣失聰的小孩跳舞。他開發出新的獨門舞步, 冒險帶領這群小孩加入他的舞
團參加俄羅斯錦標賽, 希望能贏得世界冠軍賽的參賽資格。但在安東心中更重
要的, 是有一天能夠親耳聽見摯愛之人的聲音......

片長85分

[俄]

09/22(四)

青春快車記

Interrail

還有什麼比考完學測更令人興奮呢? 終於解脫了的露、馬力克、菲歐娜、索拉、
保羅與提爾六個死黨, 趁著青春不想留白, 決定跳上火車來趟瘋狂畢旅。他們
從巴黎出發, 一路環遊歐洲列國。一路上他們吵吵鬧鬧、共同經歷困難窘境, 
種種回憶交織出一段難忘的人生經驗, 也從中領悟了「轉大人」的意義。

片長91分

[法]

09/29(四)

飛翔吧!埼玉 
Tonde Saitama

天龍人退散! 史無前例最大「戰地區」革命! 埼玉縣在哪? 東京的北方。無論是票
選「夏天最想前往」、「冬天最想前往」、或是統計「總理大臣出身地」, 它都是日
本四十七個都道府縣「倒數第一名」, 唯一奪冠的項目竟然是「貧乳」! 在自古背
負「日本最土縣市」臭名的埼玉虛構世界裡, 埼玉縣民飽受東京的歧視與迫害...... 
直到美國美少年轉學生麻實麗(Gackt 飾)來到東京貴族學校, 意外與學生會長兼
東京都知事之子(二階堂富美 飾)不打不相識, 當他的埼玉人身份與暗地策劃的革
命計畫陸續曝光, 超顏值的戰爭即將開打! 為了解放埼玉, 為了自由追尋自己的愛
情, 百美和麗展開一場關東史上最大革命, 衝撞天龍國、解放日本、解放世界!

片長106分

[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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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聲 The silent forest
時間：09/25 (日)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學校裡很寧靜, 但卻充斥著詭異氛圍。天真無邪的學生一起在玩

一個遊戲, 但這個遊戲卻是不能說的秘密。在孤寂的無聲世界中, 

聽不見, 不代表看不見, 其實, 你並不孤單。新銳導演柯貞年的首

部長片以大膽敘事方式探討「愛與救贖」, 現實雖然未能盡如人

意, 但世界上的每個人都是值得被愛的。

片長114分鐘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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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場地申請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臺灣藝文走廊             電話：(02)2926-6888 #5414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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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青少年系列影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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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這檔事」

阿弘開講
共讀書籍： 《  強大內心的自我對話習慣：緊張下維持專注，混亂

中清楚思考，身陷困難不被負面情緒拖垮，任何時

刻都發揮高水準表現》

FB粉專直播時間：09/03(六)下午2:00－3:00    

Podcast上架時間：09/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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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8(四)、09/23(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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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週六下午2-3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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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連結

「歲閱幀好，讀自修護」圖書維護常設展
日期：07/01～09/30      地點：5F 特展室  

國立臺灣圖書館(簡稱本館)，前身為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圖

書館，自1914年創設。本館是臺灣第一所公立圖書館，也是收

藏臺灣研究資料的重鎮之一，在近代臺灣的圖書文獻徵集、流

通、典藏、修護等方面，發揮重要的功能。本館典藏近20萬冊

珍貴而完整的臺灣史料舊籍，深受各界重視。爰以臺灣圖書醫院的視角出發，展示

各種圖書的外觀形式，藉以呈現日治時期以來特有的圖書裝幀工藝與修復技術，推

廣圖書文獻維護保存觀念。歡迎有興趣的愛書、護書人士前來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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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系列講座

每個人都會老，這個世界也正在變老。聯合國在2019《全

球人口展望報告》中指出，新生人口減少、老年人數急速成長、

更多國家面臨人口數下滑的三大趨勢，亞洲更是老年人口最多、

老化速度最快，是未來全球人口老化影響最大的地區，臺灣正處

在這波銀髮海嘯中心。

政府致力於發展各類長期照顧資源與服務輸送系統，但仍有許多民眾在遇到照顧

問題時，才緊急尋找長照資源，本展與衛服部長照司合作，結合各自長期照顧與圖書專

業，精選60本好書，希望以閱讀結合長期照顧，帶動全民、全齡對於長照服務的關注

與了解，及早做好準備。

日期：08/02～10/03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大廳1樓櫥窗(靠視障資料中心側)                         

半世紀有多長，你能想像嗎？對於樹木、山脈、海洋來說，半世紀

只是眨眼的時間，而50年對人類來說，已是滄海桑田，人事已非。

這50年間，臺灣的森林生態有什麼變化？我們與自然的互動，造

成了哪些影響？讓我們一起從「山林書院」開始找答案！

山林書院

日期：09/06～10/03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神祕的亞特蘭提斯、消失的黃金城、大腳怪與尼斯湖水怪……

這世界充滿了許多未解的謎團，等待冒險者去發現。

準備好了嗎？現在就讓我們一起踏進書本的世界，

穿越時空和地域，體驗一場場驚險刺激的冒險吧！

冒險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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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暹羅廚房
日期：09/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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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同是一間知名泰式餐廳的老闆，在他的餐廳裡只有道

地的傳統美味泰食，任何創意十足的點子都會被他驅逐出

境，宋峇一直在塔同的身邊作為副手盡心盡力的工作，練就

了一手精湛的好廚藝，並且指導和培訓泰國廚師，希望能將

泰式料理發揚光大。而年紀漸長的塔同，打算將事業交給女

兒鳳一同打理，為了開拓新餐廳，鳳找上了室內設計師圖拉幫忙，好巧不巧，

圖拉的媽媽平教授不僅是泰式美食的倡導者，更是一名專業泰式料理老師。於

是圖拉與鳳開始大聊父母經，漸漸的也對彼此感生了好感……

片長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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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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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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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開燈習慣，擠出咖啡錢：

診斷NG使用習慣，幫自己省下一半水電費》

主講：黃建誠（ 台北科技大學能源與冷凍空調研究所碩士、財團

法人臺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經理）

時間：09/23（五）14：00－15：30    地點：1F 簡報室    

共讀書籍： 《別人怎麼對你，都因為你說的話》

時間：09/13、09/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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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話讓人舒服的程度，決定你所能抵達的高度。只有懂得好好

說話，人生才能走得更高更遠！

《別人怎麼對你，都是你教的》暢銷作家、實用心理學大師黃

啟團最強力作！10萬學員親身驗證 × 20年教學經驗，教你用「溝

通力」翻轉人生！

9月的讀書會，跟怡慧老師一起加強「好好說話力」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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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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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臺灣， 原住民族是最早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有

著豐富的文化資產，還流傳許多美麗動人的神話故事喔!

《樹上的魚 :Lokot鳥巢蕨》這個來自阿美族口述相傳

的故事，不僅描述了海岸生態多種植物的樣貌，故事角

色們相互扶持的溫暖，更傳遞了原住民族的智慧與善良美德。《伊布奶奶的神奇豆

子》故事中，藉由布農族的伊布奶奶敘說的豆子故事，讓我們看見人與土地的緊密關

聯，以及生命傳承的重要。《泰雅勇士大步向前 :泰雅族最美的傳說》一書中，描繪

的是天空中金太陽、銀太陽交替出現，泰雅族勇士射日的偉大歷險!

歡迎大小朋友和我們從當月書展中，認識更多臺灣原住民族流傳的迷人故事、歌

謠與傳說。

原住民繪本
日期：09/01～09/30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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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7（三） △ 貓咪小偷 / 兔子 媽媽 ▼ 上街買東西 / 蘋果 阿姨          

 09/14（三） △ 吱吱嘎嘎猜拳大對決 / 淑慧 阿姨 ▼ 狐狸拔了11顆牙 / 鳳梨 阿姨         

 09/21（三） △ 小雞逛超市、小小鴨的紅圍巾 / 一蕙 阿姨  ▼ 太郎是隻忍者犬 /  梅德林魔法師        

 09/28（三） △ 變色龍的刨冰店 / 繼英 阿姨 ▼ 大家說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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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123~嬰幼兒家長學習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

艾莉莎，一個懷抱歌唱夢的厭世女高中生，小心藏著暗戀心

事，總抱怨自己是不被愛的人。一日，她目睹了好友珍碩的車禍意

外，並眼睜睜看著珍碩的靈魂被魔王掠走。正當她因負疚感不知

所措，一隻會說話的青蛙精靈突然現身，領著她墜入神秘的精靈

國度。在那裡，艾莉莎邂逅了吉他精靈羅比，更意外得知自己早已

遺忘的身世秘密。原來此時此刻，精靈國度正深陷魔王的暗黑統

治中，唯有艾莉莎能打破詛咒。但在此之前，她必須先誠實聆聽自己，覓得愛的真諦。為

了拯救好友的靈魂，艾莉莎決定挺身而出，竭盡所能。懷抱著對愛的青春迷惘，有青蛙與

羅比相伴，艾莉莎在精靈國度的勇敢冒險，也就此展開......

主講：陳宥達(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家醫科醫師、「台灣展臂閱讀協會」創辦人)

主講：許登欽 (恩主公醫院小兒科主治醫師、兒科加護病房主任)

魔王的女兒

從兒童發展角度談親子共讀

面對新冠病毒疫情，家長如何給小朋友全方位的照顧

時間：09/24（六）14：00    地點：1F 簡報室    

時間：09/03（六）10:：00－12：00 地點：視障中心B1研習教室

對象：0-5歲幼兒家長參加 名額：25對親子    

時間：09/18（日）10：00－12：00 地點：視障中心B1研習教室

對象：0-5歲幼兒家長參加 名額：25對親子    

片長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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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09/04（日）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主講：林瑞昌（吉光旅遊總經理）

時間：09/07（三）14：00－17：00      地點：4F 4045教室

認識IG限時動態、即時體驗IG新世界。

時間：09/21（三）14：00－17：00      地點：4F 4045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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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09/28（三）14：00－17：00      地點：4F 4045教室

蒐集生活素材,學習剪接與配樂,完成微電影紀錄生活說故事。

時間：09/25（日）14：00－17：00      地點：1F 簡報室

主講：黃一峰（自然野趣生態教育工作室創辦人）

海明威與喬伊斯的巴黎左岸

行動載具雲端悠遊樂～創意玩IG

行動載具雲端悠遊樂～認識智慧行動裝置

行動載具雲端悠遊樂～微影片說故事

用手機寫自然日記

閱讀沙龍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

電子資源推廣課程 電話：(02)2926-6888 #4211 吳小姐

報名連結

「臺灣歷史現場踏查」北區場
時間：09/17（三）(名額已滿)

時間：10/01（六） 報名日期：08/24（三）起

探訪嘉義的順益木業、儲木原料區、愛木村(昔阿里山林木工

廠)、獸魂碑、嘉義城隍廟等地。

 臺灣歷史現場踏查 電話：(02)2926-6888 #3605 周小姐

     你覺得日子越來越難過、錢越變越薄嗎？相信很多人都

發現，自從油電雙漲之後，水電瓦斯費節節上升，連帶的，

無論是購物、聚餐、郊遊踏青、出國旅遊、學費、房價……，也都明顯的上漲，唯有

薪水不漲的情形下，痛苦指數高到破表，想要擺脫「高物價、低薪資」的痛苦嗎?本

講座由本書作者分享如何懂得節能省電的好方法！

將探訪新竹六張犁林姓單姓聚落、新埔枋寮義民廟與上枋寮劉氏雙堂屋，認識擁

有兩百多年歷史的客家聚落與文化。

主講：王家祥（臺灣歷史小說作家）

王家祥，臺灣歷史小說家、自然作家。高雄市岡山區人，中

興大學森林系畢業。曾獲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賴和文學

獎與吳濁流文學獎等臺灣的文學獎項。曾任臺灣時報副刊主編、

高雄柴山自然公園促進會會長等。業餘從事臺灣鄉野生態保育工

作。目前專事寫作和繪畫。

臺灣歷史小說作品：《小矮人之謎》1996、《關於拉馬達仙仙與拉荷阿雷》

1996、《山與海》1996、《倒風內海》1997、《海中鬼影-鰓人》1999、《魔神仔》

2002。

倒風內海：臺灣歷史小說應用
時間：09/03（六）09：30－12：20      

地點：1F 簡報室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為主，當日尚有名額，開放現場參加。

 臺灣學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610 徐先生

報名連結

主講：陳逸樺（荒野保護協會推廣講師） 

臺灣是海的國度，但是卻因為歷史文化的影響，讓臺灣人對於海洋感到陌生。其

實只要我們願意靜下心來，聆聽海的豐富、海的美感、海的特殊、海的重要，將會對

海洋奇妙的魔力感到著迷。

重新看見海洋
時間：09/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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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歷史現場踏查」中區場

報名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