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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空與江河一到圖書館挖寶去」
活動記實
Stars and Rivers-Program of How to Use
Library Reference

蔡明道
Min Dau Tsay
台北市立圖書館研究員
Researcher, Promotion Department
Taipei Municipal Library

您是否在仰望星空浩瀚時，曾經因為
它的遼闊而悠然神往?或者，在俯視滔滔
逝水之際，亦不禁要為它的綿延無盡而擊
掌興嘆?
星空與江河，數大與璀璨，圖書館館
藏資料的豐富與壯美一如斯!只是，圖書
館的各項資料雖然眾多，仍有許多民眾不
曉得如何來利用它。基於此，我們策劃了
一個讓民眾前來拜訪書鄉的活動一到圖
書館挖寶去!
這個活動是以總館的兒童室、閱覽
室、參考室以及視聽室等四個單位為基
點，並請上列單位同仁協助於每個據點

各出二十道題目讓民眾前來參加作答;題
目構思，則以老少咸宜，深入淺出為原
則。
而為了令民眾除了學會利用書面資
料外，亦能來館參加我們為大家精心設計
的各項藝文活動，本項活動的一個重要界
面是:刊印本館藝文訊息的「市圖之窗」。
參加者只要剪下本館十二月號市圖之窗
內所登載的參加卡，至本館兒童室，閱覽
室、參考室以及視聽室等四個定點之服務
台，每一定點自行抽取一則試題填答，而
答案經上列單位驗核無誤後，即可蓋上戳
記。當集滿四單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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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記並加註個人資料後，參加者便可將
該 卡 待至 一 樓服 務 台加 蓋 推廣 組 紀 念
章，為整個活動留下記錄，參加摸彩。
此項活動自十二月一日開始，於十二
月八日圓滿結束，共有六十六幸運的書
鄉拜訪者可以各得面額一百元的圖書禮
券。

惠小姐的協助設計活動方案、潘淑娟小
姐的美工設計，組內所有同仁的提供建
言，以及其他組室同事的熱心配合，謝
謝他們對筆者甫至新單位時，所辦理的
第一個活動提供的一切協助，也希望藉
由此項活動能成功的拉近民眾與圖書館
的距離，讓所有民眾都能在知識的殿堂
中，採集到最珍貴的寶藏!

在此要特別感謝的是本組組長呂智

附錄 :到圖書館挖寶去活動題目及答案
《視聽室題目》
1. 問:人體的血細胞誕生的地方?血小板
可存活幾天?
答:骨髓;七天。
2. 問:什麼叫生物戰爭?
答:利用DNA重組技術改變傳染病源
以達到效力驚人的傷害力來做為武
器。
3. 問:如果不幸被強酸強鹼的液體傷害
到該如何急救處理?
答:先用清水清洗，再蓋上紗布後送醫。
4. 問:超新星爆炸之後會留下什麼星?
答:中子星。
5. 問:酸雨是如何產生的?當酸雨溶入河
流湖泊中，它的鋁化合物會破壞魚類
的什麼系統?

答:硫酸煙及氮氧化合物排放之廢氣所
造成;呼吸系統。
6. 問:黑面琵鷺每年幾月過境台灣?幾月
北返?
答:十月;三月及四月。
7. 問:台灣史籍上最早出現的歌仔戲藝
人是誰?常在哪裏說唱演出?
答:歐來助;宜蘭員山大樹公。
8. 問:西元一二四五年教廷派誰去謁見
蒙古皇帝?而當時蒙古皇帝又是誰?
答:柏朗嘉賓;貴由。
9. 問:新疆省約三山兩盆為何?請按方向
依序由北向南分別列出。
答:阿爾泰山、準嘎爾盆地、天山、塔
里木盆地、崑崙山(喀拉崑崙山、阿爾
金山)。
10. 問:熊貓在中國古代俗稱為何?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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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什麼維生的?

在哪?揮棒的方向為何?

答:白熊、箭竹。

答:腳;由上向上切。

11. 問:阿茲特克帝國中心的特諮契提特
蘭城位於何處?於西元年被人類挖
掘出來?
答: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一九七八
年約二月二十一日。
12. 問:美國總統尼克森何時擔任該國總
統?何時下台?下台原因為何?
答:一九七二年;一九七四年;水門事
件。
13. 問:在三國演義的故事中有一段袁門
射戰，請簡述之。
答:呂布為求劉、關、張三人與袁術
合好，以箭射一百五十步外戰之小
枝，以示其武力過人，而兩方必需
接受其合好之建議。
14. 問:傳說中長江三峽沿岸酆都城中的
白無常和黑無常的帽子分別寫著什
麼?
答:白無常:我來了;黑無常:正在抓
你。
15. 問:布袋戲大師李天祿在:"阿公教你
看布袋戲"中所講的七丑是哪七丑?
答:人相、黑賊仔、殺手、小丑、大
頭、憨童、憨童旦。
16. 問:在打棒球時，妳的重心位置應擺

17. 問:台灣有史以來最早的火車票是以
什麼郵票來代替的?
答:龍馬郵票。
18. 問:莎士比亞曾在哪一齣戲說過"女
人，妳的名字叫做脆弱"?在劇中講
這句台詞的又是誰?
答:哈姆雷特;哈姆雷特。
19. 問:天下第一關位於中國大陸哪一省
?依什麼山脈而建?又稱什麼關
答:河北;燕山;山海關。
20. 問:人造衛星史上最早發射衛星的國
家是哪一個?於西元幾年發射?
答:蘇聯;一九五七年。

《兒童閱覽室題目》
1. 問:請寫出總館兒童閱覽室開放時間
及借還書時間?
答:開放時間:
週日及週一為上午9:00至下午5:00
週二至週六為上午9:00至下午6:00
借還書時間:
週日及週一為上午9:00至下午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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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 二 至 週 六 為 上 午 9:00 至 下 午
5:30
2. 問:總館兒童室已實施自助借還書，請
問還書時應刷過書上的何種標示?
答:書上的條碼。
3. 問:小明想要辦理兒童借閱證，請問他
需要帶什麼證件?
答:戶口名簿;五樓。
4. 問:++是何種類的圖書分類?
答:學前教育。
5. 問:總館兒童室內"9-9"的書架標示，有
那些類別的圖書在此書架內呢?
答:遊藝、休閒、遊樂。
6. 問:阿美想要閱覽一些有關人類思想的
書，請問她該到編號第幾類的書架中
去找?
答:1類哲學類。
7. 問:請寫出"千家詩"這一本書的索號及
架號?
答:831/7566;頁8-3。
8. 問:台灣有一個很有名的大理石大峽
谷，請問在哪兒?並請寫出用來查出
這個答案的書籍名稱及所在頁數．:
答:花蓮太魯閣大峽谷;漢聲小百科(11)
第43頁。

9. 問:當你找到所需要的資料時，應該如
何保存它呢?可以剪下來據為己有
嗎?
答:以影印的方式保存;不可以。
10. 問:進入兒童室可以穿拖鞋、睡衣、
吃食物嗎?
答:不可以。
11. 問:請問遊戲區的彩虹城堡只限幾歲
的小朋友可以進入?
答:六歲以下。
12. 問:視聽室何時播放親子電影及卡通
片呢?
答:親子電影:週日上午十點;卡通片:
週三及週日下午二點
13. 問:總館的林老師說故事活動是在週
六的幾點舉行?參加者有無年齡限
制?
答:週六下午二點半;沒有。
14. 問:請問小博士信箱都在每週的星期
幾換題目?
答:星期五。
15. 問:請各位至兒童室的參考區抄下三
本有關成語的參考書書名。
答:有趣的成語，成語小百科，彩色
生活成語活用辭典。
16. 問:參考區內有一套中華兒童百科全
書，請問這一套書是以何種編輯方式
來提供讀者查閱資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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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注音符號。
17. 問:如果媽媽對這一期介紹的新書很感
興趣，請問她要在每月幾號後方能借
閱?
答:每月五日後。
18. 問:請問兒童室此次的好書介紹，介紹
的是哪幾本書?
答:動物求生術，繪畫樂園，有趣的物
體運動，山中小路，我們的世界，世
界歷史博覽。
19. 問:請問兒童室本期展示台展示的主題
是什麼?
答:匠心巧做環保。
20. 問:總館兒童室的期刊是否提供外借
答:不提供外借。

《閱覽室題目》
1. 問:辦理家庭圃書證的設籍條件為那一
縣市?憑什麼證件辦理?一張證最多可
借幾本書?
答:限台北市;戶口名簿;二十本書
2. 問:辦理個人借閱證需要什麼證件?一張
證最多可以借幾本書?幾卷錄影帶?
答:身份證或戶口名簿或護照;五本書;二
卷錄影帶。

3. 問:通 常 圖書 借 期 多 久? 如 果 逾期 還
書，如何處罰?
答:三十天;逾期幾天即凍結借閱權利
幾天。
4. 問:請問當月報紙和過期報紙各在哪一
樓?請到各區分別寫出三種報紙名
稱。
答:當月者在二樓期刊室，過期者在六
樓;各任選三種名稱。
5. 問:二樓期刊室的館藏有哪兩種?請各
寫出二種名稱?
答:期刊和報紙兩種;各任寫二種名稱。
6. 問:四樓除了一般可分借圖書外，另外
有哪五類主題性圖書不外借，請寫出
其名稱?
答:成教、市政、婦女、鄉土、學報等
五種圖書資料。
7. 問:請問新書展示架在第幾層樓?請你
到新書架上分別找出5類和8類圖書
各一本，並寫下書名、作者、和分類
號。
答:在四樓;各任選一本來為。
8. 問:借書和還書手續由借閱者(讀者)自
己動手操作，這叫做什麼方式?
答:自助方式。
9. 問:請分別寫出自助借還書的流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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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答:自助借書:先刷借閱證→刷書的
條碼→完成借閱手續→消磁。
自助還書:先上磁→刷書的條碼→
將書擺在櫃台的指定位置。
10. 問:當妳在甲館借書，能不能到乙館
還書?在閉館時間妳到總館還書
時，應投(還)到哪兒?
答:可以;大門口的還書箱。
11. 問:請分別寫出四、五樓蒐集了哪幾
類可以外借的圖書?
答:五樓:0 4類的中文圖書和西文圖
書。
四樓:5-9類的中文圖書和新上架
圖書。
12. 問:中文圖書共分為十大類，請分別
寫出各大類的中文名稱和書標的顏
色?
答: 0類:總類(紫色)
1類:哲學類(黃色)
2類:宗教類(咖啡色)
3類:自然科學類(黑色)
4類:應用科學類(藍色)
5類:社會科學類(橘色)
6類:中國史地類(粉紅色)
7類:外國史地類(深綠色)
8類:語文類或文學類(紅色)
9類:藝術、美術類(淺綠色)

13. 問:西文圖書的書標是單一顏色，請問
是什麼顏色分佈在哪幾層樓?
答:白色;五樓。
14. 問:請你到總類，應用科學類和藝術
(美術)類各找出一本書，分別寫出其
書名，出版社和分類號。
答:自由挑選來為。
15. 問:請在圖書分類的類目架上仔細瞧
一瞧，寫出類目號為220、520、660、
850、990的中文名稱
答:220/佛教
660/地理總誌

520/
教育類
850/特種文藝

990/遊戲;娛樂;休閒
16. 問:圖書館所使用的電腦查詢系統其
中文名稱叫什麼?
答:好幫手系統。
17. 問:線上公用目錄可做多項的查詢功
能，請寫出其中三項功能。
答:任選三種功能。
18. 問:當妳發現想要借的圖書已被別人
借走時，你可以做什麼手續，就享有
當該圖書歸還時，優先借閱的權利。
答:預約手續。
19. 問:請利用電腦查出(愛是一生的功課)
這本書的作者、出版者、和分類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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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作 者/吳若權
出版者/希代出版有限公司
分類號/875.63

R514.232/4102 p.22
◎臺北市重要統計速報
R514.232/4104 p.6

20. 問:請寫出一般閱覽室的開放時間和
辦證及借還書時間?
答:開放時間:
星期日及星期一為早上9:00至
下午5:00
星期二至星期六為早上8:30至
晚上9:00
辦證和借還書時間:

答:農歷4月8日。
資料來源
◎台灣歲時小百科
R538.59/7237 p275
◎中國紀念節手冊
R538.52/1285 p232
◎現代用語百科
R802.326/1036 p.009

閉館前三十分鐘結束

4. 問:蕭萬長為現任之行政院長，請問其
出生日期為哪一天?藉貫哪裏

《參考室題目》
1. 問 : 第 一 屆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Olympic
Games)於西元何年於何地舉行?
答:1896年於雅典。
資料來源
◎劍橋百科全書
R049.4/4645 p.l212
◎奧林匹克運動百科全書

3. 問:浴佛節為釋迦牟尼的誕生日(佛誕
節)，請問浴佛節為農曆幾月幾日?

答:民國28年1月3日。
台灣省嘉義市。
資料來源
政商名人錄
R782.186/5422 p527

下冊

R528.904/2324v.2 p.1619
2. 問:台北市目前之土地面積為多少平方
公里?
答:271.7997平方公里。
資料來源
◎中華民國臺閩地區內政統計月報

5. 問:「上窮碧落下黃泉」由唐朝何人所
寫的?其詩名為何?
答:白居易的"長恨歌"。
資料來源
◎中國詩辭名句析賞大辭典
R821.04/7786v.l p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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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詩詞名家名句，名句分類辭典
R831/1025 p.78
6. 問:美國高爾夫協會明定一組高爾夫
球桿最多不得超過幾支?
答:14支。
資料來源
◎高爾夫百科全書
R993.5204/0061 p.52
7. 問:位於南投縣的「木生昆蟲館」的前
身為何人之昆蟲工作室?其後代為紀
念他對台灣昆蟲界的貢獻，故而設
立此館。
答:余木生。
資料來源
◎博物館巡禮
R069.832/7563 p.298
8. 問:哲學領域中的 Pgenomenology(現象
學)主義由何人所創?
答:胡塞爾(E Husserl)。
資料來源
◎西洋哲學辭典
R140.4/4024 p.408
9. 問:「君之之於禽獸也」這一句經文出
自於十三經中的哪一本書?
答:孟子。
資料來源
◎十三經注疏經文索引
R091.8021/4015p.

10. 問:北縣石門的靖海宮之奉祀主神為
哪一神明?
答:十八王公。
資料來源
◎台灣道廟寺

第三輯

台北縣

R237/4227 p.660
11. 問:台灣歇後語的「半冥看日頭」代表
何意?
答:還早例。
資料來源
◎台灣歇後語(二)
R539.6/5583v.2 p.42
12. 問:少女的祈禱(AMaiden's Prayer)是由
何人所作的鋼琴曲?
答:芭達奇芙絲卡(Badarcveszka)。
資料來源
◎實用音樂辭典
v.4R910.4/0895V.4 p.140
13. 問:目前公認之全天星座數有幾座?
答:88個。
資料來源
◎星座觀賞
R323.8/4546 p.129
◎前進星河
R232/7540 p.51
◎天文太空航空學辭典
R320.4/0022 p.205
14. 問:水筆仔為台灣保育的海濱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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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別稱是什麼?

答:指睡眠中不作夢的時間。

答:茄藤樹，水筆，紅欖…。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

◎張氏心理學辭典

◎台灣的沿海植物
R373.552232/8715 p.l49
15. 問:婦女懷孕時，安全的體重增加應介
於幾公斤之間?
答:9-13．5公斤之間。
，
資料來源
◎懷孕知識百科
R429.12/4444 p.239
16. 問: 在豔 陽下 曝 曬過 久 容易 引發 中
暑，若發生中暑情形，其急救之重點
在於降低什麼?

R170.4/1157p.461
19. 問:圓山文化最早發現於圓山，且有
多數的貝塚遺址，試問圓山文化遺
址 大 都分 布 於哪 三 條 溪 的 河岸 階
地?
答:新店溪，淡水河，基隆河。
◎台北市發展史第一冊
R673.29/1061V.1 p.894
20. 問:電視劇「施公奇案」之主角"施世
綸"，為滅台灣鄭氏之水師提督何人
之子?

答:降低體溫。

答:施琅。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

◎急救手冊

◎中國歷代人名勝跡大辭典
R669.04/4763 p.377

R415.22/1527 p.l08
17. 問:「馬子」一詞在現代用語來說，
指的是年輕女性;然而在古代的「馬
子」則有哪兩種解釋?
答:器碼和便器。
資料來源
◎現代用語百科
R802.326/1036 p.l025
18. 問:在心理學範疇中，「慣常睡眠期
」(orthodoxsieep)是代表什麼意思?

◎清史列傳二
R782.17/5457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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