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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後請帶借閱證 

到此證所屬的圖書館 

蓋章認證！

2021 寒假閱讀學習護照 

有效日期：2021 年 1 月 21 日至 2 月 17 日 

我的姓名：                       

就讀學校：                       

發照單位：             圖書館/學校 

 

借閱證號：                

 

 

 

 

  

圖書館認證章  

認證章蓋章處： 

1/26-1/31 到台北國際書展 

逛逛還有機會獲得小禮物！ 

兌換處：台北世貿一館 2 樓 

圖書館認證章 

臺北 

新北 市立圖書館 

基隆  

國立臺灣 
圖 書 館 

好康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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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辦法 

 親愛的小朋友，今年寒假閱讀節以「樂讀臺灣遊

寶島」為主題，希望小朋友透過參與一系列主題

活動，能更加認識並珍惜自己腳下踩著的這塊土

地。我們在這本閱讀學習護照中精心準備了很多

有趣的問題等你來挑戰，請多多利用圖書館或網

路資源找出解答！ 

 完成護照內所有題目後，就可以到圖書館請館員

哥哥姐姐們幫你蓋上認證章，再憑借閱證領取獎

勵品。也千萬不要錯過圖書館的寒假閱讀節系列

活動喔！（詳細活動資訊請看第 10-14 頁） 

 如果你還沒有圖書館的借閱證，只要帶著你的

戶口名簿或身分證到圖書館，就可以辦理了。 

 完成認證的獎勵依各圖書館有所不同，可以先

詢問各辦理單位。 

 寒假除了待在圖書館，更別錯過 1 月 26 日至 31 日

的台北國際書展。書展期間到台北世貿一館 2 樓

服務臺，即可憑這本閱讀學習護照兌換精美紀念

品 1 份。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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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你我共同生活的美麗家園，蘊含著多元

的族群、豐富的文化及迷人的生態樣貌。臺灣島的

形狀像香噴噴的烤地瓜，四面環海，南北狹長而東

西窄，被山林覆蓋著近三分之二的土地，由連綿不

絕的中央山脈縱貫全島，西側的玉山主峰更是著名

的東亞第一高峰。除了臺灣本島，臺灣周邊還圍繞

著澎湖群島、綠島、蘭嶼，及金門島、馬祖列島等許

許多多的小島，等待著小朋友們出發去探索，細細

品味屬於臺灣各地的獨特之美。 

台北國際書展的所在都市「臺北市」，是本國政

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發展中心，同時也是直轄

市之一呢！臺灣目前共有 6 個直轄市、13 個縣、及 3

個市，小朋友們是不是都去過了呢？現在就請你來

回答關於臺灣的小常識吧！  

 

 

 

 

 

 

 

 認識臺灣 

 

請問以下哪一個都市不是我國的直

轄市？ 

□ 臺中市 

□ 基隆市 

□ 高雄市 

□ 臺南市 

解答線索 
1. 政府網站：中華民國總統府＞中華民國簡介＞政府組織＞地方政府 

2. 政府網站：內政部首頁＞常見問答＞請問縣市改制直轄市前後，臺灣地方自治團體有何

變化？ 

3. 政府網站：內政部民政司＞地方制度＞地方行政區域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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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因為高山林立且急流眾多，又與歐亞大陸

隔海相望，提供島上生物多元且獨立的棲息環境，

形成多樣化的生態系，因此孕育出許多只有在臺灣

能見到的「臺灣特有種」生物，像是大家常聽到的

臺灣梅花鹿、臺灣獼猴、臺灣藍鵲、臺北樹蛙，還有

小朋友最愛的臺北城市代言人「熊讚 Bravo!」，他的

原型動物臺灣黑熊，都是寶貴的臺灣特有種呢！ 

可惜的是，近年來臺灣因為土地過度開發、環

境汙染嚴重，讓臺灣特有種的棲息地遭到破壞，甚

至因為非法獵捕而瀕臨絕種。親愛的小朋友，如果

你也覺得可惜，就讓我們一起動手做環保，守護臺

灣特有種與我們的美麗家園吧！ 

 

 

 

 

 

 

 

 

 

 

 臺灣特有種 

 

請問下列哪一種生物，不屬於臺灣特

有種或臺灣特有亞種？ 

□ 大貓熊（Ailuropoda melanoleuca） 

□ 南湖山椒魚（Hynobius glacialis） 

□ 翡翠樹蛙（Zhangixalus prasinatus） 

□ 泰雅鈍頭蛇（Pareas atayal） 

 

臺北市立動物園於「臺灣動物區」飼育

了許多臺灣本土野生動物，下列哪一

種動物並非飼育在「臺灣動物區」？ 

□ 石虎 

□ 白鼻心 

□ 領角鴞 

□ 馬來貘 

解答線索 
1. The Small Big 台灣特有種/作者：公共電視台灣特有種製作團隊/北市圖索書號：J366.33 8413 

2. 政府網站：臺灣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料庫與知識平台＞常見特有種查詢 

3. 政府網站：臺北市立動物園保育網＞館區介紹＞臺灣動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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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是個匯集了多元族群的移民社會，將兼容

並蓄的精神展現在豐富多元的飲食文化之中。臺灣

飲食巧妙融合各式中華菜系、本土菜色、原住民料

理與異國美食，因而成為美食家的天堂。其中，臺

灣獨特的在地小吃，更是風靡全球。2015 年國際知名

媒體 CNN 旅遊網特別報導《臺灣 40 大美食》，推薦給

全世界的旅人；2017 年日本樂天旅遊舉辦的「世界美

食聖地」票選中，臺灣更被日本網友票選為第一名。

為滿足各地饕客的味蕾，臺北旅遊網特別列出《最受

歡迎臺灣美食 Top10》，分別為牛肉麵、小籠包、滷肉

飯、大腸（蚵仔）麵線、蚵仔煎、臭豆腐、炸雞排、

珍珠奶茶、刨冰與鳳梨酥。小朋友們心目中的臺灣

美食又是什麼滋味呢？請大家一起來品嚐吧！ 

 

   

 

 

 

 

 

 

 

 

 臺灣小食光 

 

相傳彰化北斗曾發生嚴重水災，災民

沒有糧食可吃，就把番薯粉揉成團，

煮熟後食用，成功解除饑荒。後來漸

漸加入豬肉、竹筍等內餡改良，成為

廣受歡迎的美食，請問上述是指下列

哪一種臺灣特色小吃？  

□臭豆腐  

□肉圓 

□蚵仔煎   

□小籠包 

 

臺灣最具代表性的飲料－「珍珠奶茶」，近年來從臺灣流行至世界

各地，2018 年更在日本掀起一波珍奶狂熱，日本街頭不但隨處可見

珍奶專賣店，店外排隊人潮更是絡繹不絕；2020 年珍奶甚至有了專

屬的「emoji」全球通用表情符號，同年 CNN 旅遊網亦特別刊登專題

報導，珍珠奶茶已然成為紅遍全球的臺灣之光。 

 

席捲全球的珍奶狂熱 

解答線索 
1. 踅夜市.食點心/作者：謝明芳/北市圖索書號：

J859.9 1158 

2. 蚵仔煎的身世：台灣食物名小考/作者：曹銘宗/北

市圖索書號：538.7833 5583 

3. 政府網站：交通部觀光局＞美食＞小吃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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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們喝過「臺灣茶」嗎？臺灣茶栽培技術

先進，以優良的品質享譽國際，是世界上少數能同

時生產綠茶、紅茶、烏龍茶等多種發酵程度茶葉的

產區，而臺灣烏龍茶更是外銷全球的知名茶品呢！

截至 2020 年止，農委會茶業改良場共發表了 24 種臺

灣茶樹品種，分別為臺茶 1 ~ 24 號。其中最新發表的

臺茶 24 號「臺東永康 1 號」，是臺灣第一個本土原

生山茶，從冰河時期的野生茶樹，歷經 19 年辛苦育

種而成，號稱臺灣茶界的櫻花鉤吻鮭。以此品種製

作的紅茶及綠茶，帶著蕈菇、杏仁及咖啡的獨特香

氣，小朋友們來到臺東，別忘了細細品味一番喔！ 

 

 

 

 

 

 

 

 

 臺灣茗茶 

 

臺灣特產一種烏龍茶，因為茶樹嫩芽

被「小綠葉蟬」叮咬、吸食過，喝起

來有股特殊的蜂蜜與果實香氣，相傳

當時的英國女王飲用後相當驚艷，使

它得到了「東方美人茶」的美名，請

問是下列哪一種臺灣烏龍茶呢？  

□ 新北石門產－鐵觀音 

□ 臺北文山產－包種茶 

□ 新竹、苗栗產－白毫烏龍茶 

□ 南投鹿谷產－凍頂烏龍茶 

解答線索 

1. 臺灣尋寶記/作者：Sweet Factory(文);姜境孝(圖)/北市圖索書號：J733.21 4313 

2. 識。茶風味：拆解風味環節、建構品飲系統，司茶師帶你享受品茶與萃取/作者：藍大誠

/北市圖索書號：481.6 4440 (Chapter4 茶款) 

3. 茶味裡的隱知識：風味裡隱含的物質之謎與台灣茶故事-我的 10年學茶筆記/作者：王明

祥/北市圖索書號：974 1063 (果香型烏龍茶類) 

4. 政府網站：新竹縣北埔鄉農會＞農特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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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仔戲（kua-á-hì）」是唯一起源於臺灣本土的

戲劇種類，融合臺灣的民間文學、音樂、舞蹈、美術

及工藝，至今已有百年歷史。歌仔戲最早是在街上

空地以竹竿圍出區域進行表演，稱為「落地掃」，後

來慢慢轉變為與傳統宗教活動結合的「野臺戲」。

野臺歌仔戲除了以通俗的俚語及耳熟能詳的民間曲

調引發觀眾共鳴，每場戲更沒有固定的劇本，靠著

演員與樂師之間的默契即興演出，並以高度的互動

性帶給臺下觀眾無限歡樂。 

歌仔戲至今仍不斷改良與創新，尤其明華園歌

仔戲團更是致力於將新式舞臺與燈光聲控技術融入

傳統歌仔戲中，不但讓臺灣人看見有別以往的歌仔

戲風貌，更將歌仔戲成功推向國際舞臺。 

 

 

 

 

  

 

請問臺灣哪一個地區為歌仔戲的發

源地？ 

□ 宜蘭地區 

□ 臺東地區 

□ 高雄地區 

□ 臺中地區 

解答線索 
1. 我的第一本台灣文化地圖書/作者：三采文化/北市圖索書號：J733.4 1202 

2. 走進寶島看臺灣 : 文化藏寶圖/作者：陳馨儀/北市圖索書號：J733.4 7542 

3. 政府網站：宜蘭縣文化局＞館舍簡介＞台灣戲劇館 

 臺灣歌仔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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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臺三月瘋媽祖 

每年農曆 3 月媽祖誕辰，全臺各地都會舉辦進香

或遶境活動，其中規模盛大的大甲媽祖遶境，更

被譽為世界三大宗教活動之一。大甲媽祖遶境由

臺中出發，沿途經過彰化、雲林、嘉義等地，不

但陣仗龐大，所到之處祈求媽祖庇佑的信眾更是

綿延好幾條街，是臺灣人氣最旺的傳統宗教慶典。 

 臺東炸寒單 

臺東地區最具特色地方宗教慶典「炸寒單」，由

光著上身、手持榕樹枝葉的真人扮演寒單爺出巡，

信眾一看到出巡隊伍，就會把手中點燃的鞭炮丟

到寒單爺的身上，轟炸的火力越強，象徵接下來

一整年的運氣就越旺呢！ 

 東港迎王平安祭典 

屏東東港的「迎王平安祭典」俗稱「王船祭」，

每三年舉行一次，是早期為了對抗瘟疫發展而來

的祭典。從請王上岸、押瘟神上王船，到最後的

重頭戲火燒王船，祭典歷時八天七夜，不但是東

港的全民運動，更被列為國家重要無形文化資產。 

  

 臺灣宗教慶典 

 

請問下列具有臺灣特色的地方宗教

慶典，哪一項不是在元宵節舉辦？ 

□ 新北平溪放天燈 

□ 臺南鹽水蜂炮 

□ 臺東炸寒單 

□ 屏東東港迎王平安祭典 

解答線索 
1. 走進寶島看臺灣 : 文化藏寶圖/作者：陳馨儀/北市圖索書號：J733.4 7542 

2. 我的第一本台灣文化地圖書/作者：三采文化/北市圖索書號：J733.4 1202 

3. 政府網站：交通部觀光局＞節慶活動＞宗教慶典＆傳統節慶 

4. 政府網站：交通部觀光局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節慶＞三年一科 迎王平安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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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寒假閱讀節」由文化部和圖書館攜手合

作，並配合 2021 年台北國際書展「樂讀好時光」，

以「樂讀臺灣遊寶島」進行活動設計，小朋友除了

可以在寒假期間參加各種有趣的閱讀活動外，記得

在完成這本閱讀學習護照後，將護照帶到臺北市、

新北市和基隆市的任一圖書館，以及台北國際書展

世貿一館 2 樓服務臺蓋章，即可領取精美獎品 1 份

喔！（每人限於圖書館與書展會場各兌換一次） 

2021 年的台北國際書展是第幾屆呢？ 

□第 27 屆    □第 28 屆    □第 29 屆 

2021 台北國際書展新設立「童書新樂園」書

區，並規劃「故事森林主題館」，為小朋友

打造充滿創意的互動體驗式閱讀。請問「童

書新樂園」在世貿一館的哪一樓呢？ 

□一館 1 樓  □一館 2 樓  □一館 3 樓 

親愛的小朋友，今年台北國際書展精心設

計豐富多元的主題館，你最想參觀哪些館

呢？ 

□故事森林主題館   □書展大賞館 

□數位主題館       □韓國主題國館 

□樂讀台灣主題館 

 台北國際書展學習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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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圖書館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 125 號    02-2755-2823 

主題展覽 日期 館別 

「樂讀臺灣遊寶島」主題書展 1/21─2/17 總館、分館及民眾閱覽室 

韓假閱讀－中韓文韓國童書展 1/21─2/17 天母分館 3 樓入口處 

講座 日期 館別 

樂讀臺灣．漫遊寶島－漫畫家看圖說畫
／劉宗銘 

1/23 14:00-16:00 
中崙分館 8773-6858 

無須事先報名 

來一場酸甜的臺灣水果之旅／林書妍 1/23 14:00-16:00 
西湖分館 2797-3183／無須事先報名，
活動前半小時入場／限額 90 人 

帶孩子趣露營～環島露營怎麼玩／美力
媽 

1/24 14:00-16:00 
永春分館 2760-9730／櫃臺或電話報名
／限額 35 人／1/2 開始報名 

「穿閱城北看中山」走讀活動／吳智慶 1/30 9:30-12:30 

長安分館 2562-5540／網路報名／限額
30 人（國小三年級以上），需保險 

1/8 9:00 開始報名，1/27 17:00 截止 

走讀臺灣桌遊趣／房潁桑 1/31 10:00-12:00 
建成分館 2558-2320／網路報名／限額
24 位一般民眾／1/11 9:00 開始報名 

從韓劇看韓國的歷史與節慶／林錦宏 1/31 14:00-16:00 
景新分館 2933-1244／無須事先報名，
活動前半小時入場 

桌上遊寶島－臺灣桌遊體驗／林永聖 2/3 14:00-16:00 
力行分館 8661-2196／櫃臺或電話報名
／限額 25 人，歡迎親子讀者一同報名，

桌遊體驗以兒童為主／1/18 開始報名 

用桌遊來個臺灣小旅行／劉皓 2/7 13:30-15:30 

舊莊分館 2783-7212／網路、櫃臺或電

話報名／限額 30 位一般民眾（高中職
以下學生優先）／1/11 9:00 開始報名 

兒童活動 日期 館別 

拼豆 DIY－創作屬於自己的美麗之島／
肥軟兔 

1/31 14:00-17:00 

總館 2755-2823 轉 2117／網路報名／限

額 20 位 3-6 年級國小學童 

1/18 9:00 開始報名 

聽繪本故事：風獅吼—海上花園金門的
故事／思多力親子成長團隊 檸檬老師 

2/6 10:00-12:00 

總館 2755-2823 轉 2117／網路報名／限
額 40 位國小學童 

1/25 9:00 開始報名 

電影欣賞 日期 館別 

世界第一麥方（片長 100 分鐘／保護級） 1/23 14:00 開始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2883-3453 總舖師（片長 145 分鐘／保護級） 1/30 14:00 開始 

KANO（片長 184 分鐘／保護級） 2/6 14:00 開始 

魔法阿嬤（片長 80 分鐘／普遍級） 1/24 14:00 開始 總館 2755-2823 轉 2802（憑票入場，請於

活動當日開館後至總館 8 樓櫃檯出示借閱

證等相關證件劃位及領取當日號碼牌。） 

幸福路上（片長 110 分鐘／普遍級） 1/31 14:00 開始 

寶島來逗陣（片長 60 分鐘／保護級） 2/7 14:00 開始 

「樂讀臺灣寶島」小博士信箱 1/21-2/17 總館、分館及民眾閱覽室 

林老師說故事「跟著繪本遊臺灣」 
1/21-2/17 

各館林老師說故事時間 
總館、分館及龍華民眾閱覽室 

 樂遊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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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展覽 日期 館別 

「樂讀臺灣遊寶島」主題展覽 1/21-2/27 開館時間 總館及各分館 

主題講座 日期 地點 報名方式 

兒童繪本講座－來自星星的你 1/16 14:00-16:00 蘆洲長安分館 事先報名 

福爾摩沙親子遊 1/23 14:00-16:00 蘆洲集賢分館 自由入座 

台灣海洋生態 1/27 14:00-16:00 鶯歌分館 自由入座 

山水有情、導遊放電（台灣篇）  1/29 19:00-21:00 總館 網路報名 

寶島之美~大腳ㄚ凸台灣 1/30 10:00-12:00 泰山分館 網路報名 

《只有大海知道》+ 映後座談 1/30 14:00-17:30 青少年分館 自由入座 

親子共讀樂，水餃好滋味 1/30 10:00-12:00 中和員山分館 自由入座 

福爾摩沙正美麗 2/6 14:00-16:00 蘆洲集賢分館 自由入座 

露營野趣遊台灣 2/20 14:00-16:00 三重東區分館 自由入座 

旅遊大富翁 2/27 14:00-16:00 新店分館 電話、臨櫃或網路報名 

達人帶路，吃喝玩樂遊寶島臺灣 2/27 14:00-16:00 中和分館 自由入座 

研習活動 日期 地點 報名方式 

哈客 Hot 到家 1/27-2/5 09:00-12:00 新莊裕民分館 臨櫃或電話報名 

傳藝捏麵人 DIY 
1/23 14:00-16:00 八里分館 臨櫃或電話報名 

1/31 10:00-12:00 瑞芳分館 臨櫃或電話報名 

兒童立體書工作坊 1/23 14:00-16:00 蘆洲長安分館 需事先報名 

平安祈福天燈 DIY 1/30 14:00-16:00 林口分館 電話或臨櫃報名 

「樂讀臺灣遊寶島」講座及 DIY 活動 2/2 14:00-16:00 三重分館 電話報名 

手說偶戲 2/3 14:00-16:00 三峽北大分館 臨櫃或電話報名 

台灣黑寶新年快樂－DIY 黑熊襪娃 2/3 14:00-16:00 新莊中港分館 網路或櫃檯報名 

新春行好運－舞獅面具彩繪趣 2/4 14:00-15:00 新莊中港分館 網路或櫃檯報名 

舞尪仔戲 2/5 14:00-16:00 三峽北大分館 臨櫃或電話報名 

年俗藝術~剪紙迎春/剪紙藝術 DIY 2/6 10:00-12:00 泰山分館 網路報名 

程式魔法課: ePy 智趣板 2/6-2/7 9:00-17:00 總館 電話報名 

說故事活動 日期 地點 報名方式 

「樂讀臺灣遊寶島」主題故事 

1/30、2/3 14:00-14:30 板橋江子翠分館 

自由入座 

1/23、2/27 15:00-16:00 青少年分館 

1/30 10:30-11:30 樹林分館 

2/6 14:30-15:30 板橋分館 

2/6 14:00-15:00 三重分館 

2/6 14:00-15:00 三重田中分館 

2/6 14:00-15:00 三重崇德分館 

2/6 14:00-15:00 三重南區分館 

2/6 14:00-15:00 三重培德分館 

臺灣山林野趣 1/23 13:30-14:30 蘆洲長安分館 自由入座 

臺灣鯨讚 1/23 14:00-15:00 萬里分館 自由入座 

In a Hurry 1/23 14:00-15:00 淡水竹圍分館 自由入座 

十二生肖的故事 1/23 14:00-15:00 淡水水碓分館 自由入座 

會飛的禮物 1/23 15:00-16:00 新莊裕民分館 自由入座 

新北市立圖書館      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 139 號    02-2953-7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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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繪本去旅行 
1/23、1/30、2/6、2/20 

13:30-14:30 
蘆洲集賢分館 自由入座 

紅毛城的故事、去迪化街買年貨 1/23 14:00-15:00 三峽分館 自由入座 

十二生肖的故事 1/23 10:30-11:30 土城親子分館 自由入座 

走，去迪化街買年貨 1/23 10:30-11:00 汐止分館 自由入座 

風獅吼、台灣彈起 1/27 10:00-11:00 三峽北大分館 自由入座 

陳樹菊阿嬤的愛心（臺灣繪本） 1/27 14:30-15:30 板橋民生圖書閱覽室 自由入座 

劍獅出巡 1/30 14:00-15:00 淡水水碓分館 自由入座 

The Big Hungry Bear 1/30 14:00-15:00 淡水竹圍分館 自由入座 

明志書院 1/30 14:00 起 泰山親子圖書閱覽室 自由入座 

環島旅行、劍獅出巡 1/30 14:00-15:00 三峽分館 自由入座 

FUN 老照片（含趣味徵答） 2/2 14:00-16:00 三峽分館 需報名 

阿美族的故事：海神的禮物 2/2 14:00-15:00 鶯歌分館 自由入座 

彩虹故事屋 2/3 15:00-16:00 中和分館 自由入座 

再見！虎爺將軍（臺灣繪本） 2/3 14:30-15:30 板橋民生圖書閱覽室 自由入座 

歡喜閱讀迎新年 2/5 14:00-16:00 新莊中港分館 電話或臨櫃報名 

藍色小洋裝、白河蓮花鄉 2/6 14:00-15:00 三峽分館 自由入座 

頂泰山巖 2/6 14:00 起 泰山親子圖書閱覽室 自由入座 

A Party for Tabitha 2/6 14:00-15:00 淡水竹圍分館 自由入座 

團圓 2/6 14:00-15:00 淡水水碓分館 自由入座 

去迪化街買年貨 2/6 14:00-15:00 石門分館 自由入座 

奉茶 2/6 14:00-15:00 三芝分館 自由入座 

勇士爸爸去搶孤 2/6 13:30-14:30 金山分館 自由入座 

一家人的南門市場（臺灣繪本） 2/6 10:30-12:00 土城分館 自由入座 

那瑪夏的圖書館 2/6 10:00-10:30 中和員山分館 自由入座 

大甲鎮瀾宮―3 月“蕭”媽祖 2/6 15:00-16:00 永和民權分館 自由入座 

臺灣原生動物-小石虎找新家 2/7 14:30-15:00 汐止大同分館 自由入座 

我愛新衣服（臺灣繪本） 2/17 14:30-15:30 板橋民生圖書閱覽室 自由入座 

到紅樹林去玩 2/20 14:30-15:30 板橋四維分館 自由入座 

臺灣原生動物-小鹿的願望 2/21 14:30-15:00 汐止大同分館 自由入座 

圓仔山（臺灣繪本） 2/24 14:00 起 板橋民生圖書閱覽室 自由入座 

春神跳舞的森林 2/27 10:30-11:00 汐止分館 自由入座 

電影欣賞 日期 地點 報名方式 

老鷹想飛（普）78 分 
1/23 14:00 起 青少年分館 自由入座 

2/4 14:00-16:00 三峽分館 需報名 

灣生回家（普） 
1/23 14:00-16:00 新莊中港分館 自由入座 

2/20 10:00-12:00 新莊裕民分館 自由入座 

KANO（護）185 分鐘 1/23 14:00 起 汐止大同分館 自由入座 

看見臺灣（普）93 分 

1/24 14:00 起 淡水分館 

自由入座 
1/24 14:00-17:00 板橋四維分館 

2/3 13:30-15:10 蘆洲長安分館 

2/6 14:00 起 泰山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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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4:00 起 五股守讓堂 

紅盒子 1/24 14:00-17:00 總館 自由入座 

臺灣國片主題影展 
1/26、1/30、2/9、2/20、

2/23、2/27 
14:00-16:00 

蘆洲集賢分館 自由入座 

再見全壘打（普）90 分鐘 1/26 14:00 起 汐止分館 自由入座 

阿嬤的夢中情人 1/27 14:00 起 林口分館 自由入座 

太陽的孩子 1/27 14:00 起 永和分館 自由入座 

《只有大海知道》+ 映後座談 1/30 14:00 起 青少年分館 自由入座 

無敵破壞王 2 網路大暴走 1/30 13:30-15:00 中和員山分館 自由入座 

花甲大人轉男孩 2/2 14:00 起 淡水分館 自由入座 

鐵獅玉玲瓏 
2/3 14:00 起 泰山分館 

自由入座 
2/6 14:00-16:00 總館 

海洋奇緣（普）107 分 2/3 14:00 起 三重分館 自由入座 

大英雄天團 2/4 14:00 起 三重分館 自由入座 

蜘蛛人新宇宙（普）117 分 2/5 14:00 起 三重分館 自由入座 

海陸總動員（普）92 分 2/5 14:00-16:00 雙溪分館 自由入座 

戀戀海灣 2/9 14:00 起 淡水分館 自由入座 

KANO（普）185 分 2/7 14:00-17:00 板橋分館 自由入座 

巴哈旺大飯店 2/7 14:00 起 新店分館 電話、臨櫃或網路報名 

陣頭 2/7 14:00 起 萬里分館 自由入座 

大尾鱸鰻 2/7 14:00 起 金山分館 自由入座 

總鋪師（護）145 分 

2/7 14:00 起 石門分館 

自由入座 2/7 14:00 起 林口分館 

2/27 14:00 起 青少年分館 

雞排英雄 2/7 14:00 起 三芝分館 自由入座 

翻滾吧男孩 2/17 14:00 起 永和分館 自由入座 

飛天魔毯 2/21 14:00 起 新店分館 電話、臨櫃或網路報名 

為你存在的每一天 2/21 14:00 起 淡水分館 自由入座 

寒假陪讀活動 日期 地點 報名方式 備註 

「趣談臺灣寶島故事遊」寒假陪讀活動  1/25 14:00-16:00 深坑分館 電話/臨櫃報名 1 小時寫作業 

國臺博大進擊~小小考古學家 1/25、26 14:00-15:00 金山分館 電話報名  

「樂讀臺灣遊寶島」寒假陪讀活動 1/27 14:00-16:00 深坑分館 電話/臨櫃報名 1 小時寫作業 

寒假陪讀~台灣節慶燈籠 DIY 
1/30 14:00-16:00 三芝分館 電話報名 

1 小時寫作業 
1/30 14:00-16:00 萬里分館 電話報名 

「樂讀臺灣遊寶島」寒假陪讀活動 

2/2-2/5 14:00-17:00 永和親子圖書 電話報名 1 小時寫作業 

2/2-2/5 14:00-17:00 板橋四維分館 線上報名 1 小時寫作業 

2/2-2/5 14:00-17:00 淡水竹圍分館 電話報名 1 小時寫作業 

2/2-2/5 14:00-17:00 板橋江子翠分館 電話報名 1 小時寫作業 

2/2-2/5 14:00-17:00 三峽北大分館 電話/臨櫃報名 1 小時寫作業 

2/2-2/5 14:00-17:00 蘆洲集賢分館 電話報名 1 小時寫作業 

2/2-2/5 14:00-17:00 總館 電話報名 1 小時寫作業 

1/21-2/1 14:00-17:00 鶯歌分館 電話報名 1 小時寫作業 



      14 
 

「安徒生童話繪本故事」寒假陪讀活動 2/1 14:00-16:00 深坑分館 電話/臨櫃報名 1 小時寫作業 

「科學摺紙：帥氣的天馬」寒假陪讀活動 2/2 14:00-17:00 汐止分館 電話/臨櫃報名 1 小時寫作業 

樂讀臺灣遊寶島-大台灣拼圖彩繪 2/2 14:00-17:00 中和分館 電話報名 1 小時寫作業 

樂讀臺灣遊寶島-空拍機操作 2/2 14:00-17:00 五股守讓堂 線上報名  

「書中有畫：文化創意書法」寒假陪讀活動 2/3 14:00-17:00 汐止分館 電話/臨櫃報名 1 小時寫作業 

樂讀臺灣遊寶島-拼拼七巧板花磚團隊競賽
+畫畫花磚 

2/3 14:00-17:00 五股守讓堂 線上報名  

樂讀臺灣遊寶島-立體卡片與剪紙 2/4 14:00-17:00 五股守讓堂 線上報名  

樂讀臺灣遊寶島-古早彈珠台組裝彩繪 2/4 14:00-17:00 中和分館 電話報名 1 小時寫作業 

「跟著熊貓警察遊臺灣：DIY 地圖迷宮翻翻
書」寒假陪讀活動 

2/4 14:00-17:00 汐止分館 電話/臨櫃報名 1 小時寫作業 

「臺灣剪紙藝術：剪出平安，送出祝福」寒
假陪讀活動 

2/5 14:00-17:00 汐止分館 
安親班包班，不
開放報名 

1 小時寫作業 

樂讀臺灣遊寶島-風獅爺彩繪 2/5 14:00-17:00 中和分館 電話報名 1 小時寫作業 

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  基隆市中正區信⼀路 181 號   02-2422-4170  

國立臺灣圖書館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 85 號    02-2926-6888 
主題講座 日期 地點 

韓國文化與韓文한국문화와 한국어／金善孝 1/22 14:00-16:00 4 樓 4045 教室 

找回聲音的美人魚／胡慧嫚  1/26 14:00-15:30 4 樓 4045 教室 

生病一定要吃藥嗎？逆轉慢性病，不藥而癒！ 

／江守山 
2/24 14:00-15:30 4 樓 4045 教室 

媒體識讀「失控的真假新聞」／黃東烈 2/26 14:00-16:10 4 樓 4045 教室 

主題特展 日期 地點 

繼往開來－黃光男水墨手卷特展  1/7－2/7 4 樓雙和藝廊 

原來如此－館藏舊籍原住民族類書展 109/9/1－110/3/31 6 樓書展區 

電影欣賞 日期 地點 

今夜，在浪漫劇場與你相遇 1/16 14:00-17:00 1 樓簡報室 

香米小情歌 2/20 14:00-17:00 1 樓簡報室 

其他 日期 地點 

好書交換活動 

換書：1/23 14:00-16:00 

收書：1/12-1/22 

（週一休館） 

B1 樂學室 

  主題講座 日期 館別 / 活動地點 

誰來基隆-從唐山吃到基隆／蔡沛鈴 1/14  9:00-10:00 基隆市德和國小會議室 

誰來基隆-佩德羅的項鍊／胡雅淑 1/15  10:20-11:20 基隆市七堵國小 

誰來基隆-來基隆築港／徐荷淨 1/16  9:00-10:00 基隆市港西國小 

誰來基隆-和爸爸的小旅行／葉雨涵 1/18  8:40-9:40 基隆市瑪陵國小活動中心 

誰來基隆-歡呼撤離基隆／江煜勳 1/18  14:00-15:00 基隆市仙洞國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