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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寒假閱讀學習護照 

護照有效日期：2014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16 日 

� 我 的 姓 名：                               

� 就  讀 的 學 校：                               

� 年級：      年      班 

� 發 照 單 位：                 圖書館 / 學校 

  

 

 

 

 

 

 

 

 

 

 

 

 

 

完成學習護照之後，就帶著借閱證到此證所屬的圖書館請館員幫我認證吧！ 

 

借閱證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認證章戳章處 

附加好康！ 

2/5-2/10 期間到台北國際書展逛一逛，還可以

獲得小獎品喔！ 

書展獎勵品 

兌換章 

圖書館 

認證章 

適用臺北市立圖書館、
新北市立圖書館 
或國立臺灣圖書館 
之借閱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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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小朋友，今年的寒假閱讀節以及台北國際書展

為主題，推出一系列

主題，介紹臺灣的傳統行業

些小問題需要你一起動動腦

電腦網路都可以幫助你找出解答

� 完成護照裡所有的學習單

章，完成認證後憑此圖書館所屬的借閱證

不要錯過圖書館舉辦的系列活動喔

� 如果你還沒有圖書館的借閱證

    ※例如想要辦理北市圖借閱證的小朋友

� 完成認證的獎勵依

� 寒假除了可以待在圖書館

書展喔！在這個期間到

習護照兌換精美紀念品

止。(詳細書展資訊請看第

 

 

活動辦法 

今年的寒假閱讀節以及台北國際書展都是

推出一系列閱讀活動。這本閱讀學習護照將以我們生活的臺灣為

介紹臺灣的傳統行業、文學、土地關懷以及傳統美食

小問題需要你一起動動腦！圖書館的圖書、學校的老師和同學或是使用

電腦網路都可以幫助你找出解答，完成這本護照。 

學習單元後，就可以到圖書館服務臺請館員幫你蓋上戳

憑此圖書館所屬的借閱證就可以獲得獎勵

圖書館舉辦的系列活動喔！(詳細活動資訊請看

如果你還沒有圖書館的借閱證，可以帶著相關證件到圖書館辦理

例如想要辦理北市圖借閱證的小朋友，攜帶戶口名簿正本

完成認證的獎勵依各館有所不同，請直接詢問各辦理單位

除了可以待在圖書館，還可以在 2 月 5 日至 2 月 10

期間到台北世貿展覽館三館活動區服務臺

兌換精美紀念品 1 份，每位小朋友限兌換 1 份，

詳細書展資訊請看第 12 頁介紹) 

都是以「美好生活」

將以我們生活的臺灣為

土地關懷以及傳統美食，其中也有一

學校的老師和同學或是使用

圖書館服務臺請館員幫你蓋上戳

得獎勵，另外，也千萬

詳細活動資訊請看 14-16 頁) 

到圖書館辦理。 

正本就可以辦理了！ 

各辦理單位。 

10 日逛逛台北國際

服務臺，即可憑這本學

數量有限，送完為



臺灣位於亞洲地區，

的食、衣、住、行以及文化習性

事物，更勇於跨步冒險，

Q 臺灣在哪裡呢？請

 

 

 

 

 

 

 

 

 

 

 

 

 

 

 

 

 

 

 

 

 

尋 找 臺 灣

參考資源  
By Koyos + Ssolbergj [GFDL (http://www.gnu.org/copyleft/fdl.html), GFDL 
(http://www.gnu.org/copyleft/fdl.html) or CC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

 

尋找臺灣 

，是一座四周環海的島嶼，浩瀚的大海深深地影響我們

行以及文化習性。雖然面積不大，卻也因此讓我們樂於接受新

，多元又豐富的自然與人文讓我們的生活

請把我們居住的寶島圈起來吧！ 

 

[GFDL (http://www.gnu.org/copyleft/fdl.html), GFDL 
(http://www.gnu.org/copyleft/fdl.html) or CC-BY-SA-3.0-2.5-2.0-1.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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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瀚的大海深深地影響我們

讓我們樂於接受新

的生活天天精彩。 

[GFDL (http://www.gnu.org/copyleft/fdl.html), GF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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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百工] 

 臺灣的傳統行業、技藝琳瑯滿目

著先民堅忍不拔的精神以及生活的妙智慧

竟吧！ 

 

不插電保溫瓶─茶壽  

--------------------------------------------------------------------

環保雨衣─蓑衣 

  蓑衣是最古老的雨衣

且防水耐潮的棕櫚葉製成

葉用鐵梳梳開成纖維，曬乾後再層層交疊

並取其中一部分的纖維搓揉成棕繩

的棕櫚葉縫牢而成。  

 

 

單元一 傳統行業

技藝琳瑯滿目，從早年資源不足的年代流傳

堅忍不拔的精神以及生活的妙智慧，讓我們從食、衣

「茶壽」是苗栗特產，

產品還不發達時，是可以用來維持茶壺

盒、熱水瓶溫度的好幫手，讓辛苦忙碌的農人

在休息的時候可以喝上一杯溫水

茶壽的做法源自於鳥巢保溫的靈感

稻草編織，再以塑膠繩固定外型

棉的花布，蓋上頂蓋後，放置其中的茶壺可以

保溫長達 10 多個小時，美觀又實用喔

-----------------------------------------------------

蓑衣是最古老的雨衣，使用富有韌性並

且防水耐潮的棕櫚葉製成，先將乾枯的棕櫚

曬乾後再層層交疊，

纖維搓揉成棕繩，將層層

早年資源不足的年代流傳至今，象徵

衣、住、行中一探究

，在六十年代電器

是可以用來維持茶壺、便當

讓辛苦忙碌的農人，

在休息的時候可以喝上一杯溫水。 

茶壽的做法源自於鳥巢保溫的靈感，利用

再以塑膠繩固定外型，內裡縫上鋪

放置其中的茶壺可以

美觀又實用喔！ 

----------------------------------------------------- 



千錘百鍊─燒磚瓦 

---------------------------------------------------------------------

安全把關─看柵工 

 臺灣鐵路現在大都已改用電子式柵欄

少數地方仍以人工看守的方式維護平交道的安

全。看柵工負責排除鐵道上的異狀

車通過，白天使用旗幟指示

安全通過，舉紅旗則表示有問題必須停車

上則改用指示燈代替。 

 

Q 休閒生活的妙智慧—

在沒有電腦和網路的年代

趣，例如右圖的玩具是以雞毛和硬幣製成

多下，猜猜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單元一 傳統行業

參考資源：《尋百工》 祁台穎

          三和瓦窯網站(http://tw.myblog.yahoo.com/san

          

 磚瓦曾經是臺灣建築的主要材料

溪一帶的土質細緻，黏度適中，可作為燒製磚瓦的

上等黏土。磚瓦的通風極佳，使建築物冬暖夏涼

同時又具備防水功能，可說是屋頂建材

 但是燒製磚瓦的過程繁複且耗時

已拆毀，僅剩的少數瓦窯廠之一

半觀光方式經營，保留並傳承早年的磚瓦記憶

---------------------------------------------------------------------

臺灣鐵路現在大都已改用電子式柵欄，僅剩

少數地方仍以人工看守的方式維護平交道的安

看柵工負責排除鐵道上的異狀，並指揮火

白天使用旗幟指示，舉白旗意指可以

表示有問題必須停車；晚

 

—童玩！ 

在沒有電腦和網路的年代，小朋友都是利用生活周遭的小東西

右圖的玩具是以雞毛和硬幣製成，用來比賽看誰可以踢最

猜猜看它叫什麼名字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祁台穎、林品儀、紀岱昀及廖祿禎 著, 遠流出版社

http://tw.myblog.yahoo.com/san-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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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建築的主要材料，尤其在高屏

可作為燒製磚瓦的

使建築物冬暖夏涼，

是屋頂建材的首選。 

但是燒製磚瓦的過程繁複且耗時，許多瓦窯現

僅剩的少數瓦窯廠之一「三和瓦窯」改以

保留並傳承早年的磚瓦記憶。 

--------------------------------------------------------------------- 

生活周遭的小東西找樂

用來比賽看誰可以踢最

________________ 
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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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詩篇] 

 臺灣的文學因為受不同文化影響而豐富多樣

活的鄉土文學顯得親切且動人

「家」是我們的避風港，

的環境中成長，請你一起來欣賞

島嶼邊緣島嶼邊緣島嶼邊緣島嶼邊緣—陳黎(節錄第⼀段

在縮尺⼀⽐四千萬的世界地圖上

我們的島是⼀粒不完整的黃鈕

鬆落在藍⾊的制服上 

我的存在如今是⼀縷⽐蜘蛛還細的

透明的線，穿過⾯海的我的窗⼝

⽤⼒把島嶼和⼤海縫在⼀起。

 

 

 

 

 

 

 

 

 

 

單元二 臺灣文學

Q《島嶼邊緣》這首詩將臺灣比喻為藍色制服上的一顆黃鈕釦

灣像什麼呢？請畫下來

臺灣的文學因為受不同文化影響而豐富多樣，其中描繪臺灣地景

顯得親切且動人。這個單元將呈現以「家」為意象的美麗詩篇

，讓生長在臺灣這個大家庭中的每一份子

一起來欣賞以下兩篇描繪家園的詩作。

節錄第⼀段) 

在縮尺⼀⽐四千萬的世界地圖上 

我們的島是⼀粒不完整的黃鈕釦 

我的存在如今是⼀縷⽐蜘蛛還細的 

透明的線，穿過⾯海的我的窗⼝ 

⽤⼒把島嶼和⼤海縫在⼀起。 

作者簡介—陳黎 
本名陳膺文，花蓮人，詩作音樂性十足
關懷濃厚，著有詩集《廟前
嶼邊緣》、《輕/慢》等。 

這首詩將臺灣比喻為藍色制服上的一顆黃鈕釦

請畫下來。 

描繪臺灣地景、人民生

為意象的美麗詩篇，

生長在臺灣這個大家庭中的每一份子，都能在溫柔

。 

詩作音樂性十足，在地
廟前》、《親密書》、《島

這首詩將臺灣比喻為藍色制服上的一顆黃鈕釦，小朋友覺得臺



每種動物都可以有一個溫暖的

家家家家—楊喚 

樹葉是⼩⽑蟲的搖籃。 

花朵是蝴蝶的眠床。 

歌唱的⿃兒誰都有⼀個舒適的巢。

⾟勤的螞蟻和蜜蜂都住著漂亮的⼤宿舍

螃蟹和⼩⿂的家在藍⾊的⼩河裡。

綠⾊無際的原野是蚱蜢和蜻蜓的家園。

可憐的⾵沒有家， 

跑東跑西也找不到⼀個地⽅休息。

飄流的雲沒有家， 

天⼀陰就急得不住的掉眼淚。

⼩弟弟和⼩妹妹最幸福哪！

⽣下來就有媽媽爸爸給準備好了家，

在家裡安安穩穩的⾧⼤。

 

Q 大臺北地名謎語，猜猜看

把生活周遭熟悉的地名變成了謎底

請小朋友將謎題與正確的

被蚊子咬         ●                  

老鼠是老大       ●     

開張大吉         ●      

天下太平         ●       

風光明媚         ●      

  

 參考資源：《青春無敵早點詩

單元二 臺灣文學

(臺語發音) 

有一個溫暖的家，一起來欣賞這首詩： 

 

歌唱的⿃兒誰都有⼀個舒適的巢。 

⾟勤的螞蟻和蜜蜂都住著漂亮的⼤宿舍。 

螃蟹和⼩⿂的家在藍⾊的⼩河裡。 

綠⾊無際的原野是蚱蜢和蜻蜓的家園。 

跑東跑西也找不到⼀個地⽅休息。 

天⼀陰就急得不住的掉眼淚。 

⼩弟弟和⼩妹妹最幸福哪！ 

準備好了家， 

在家裡安安穩穩的⾧⼤。 

  

猜猜看、連連看 

把生活周遭熟悉的地名變成了謎底，來猜猜看這些謎題是指哪些地方

正確的答案連起來。 

                                 

                                 

                                 

                                 

                                 

青春無敵早點詩─中學生新詩選》楊佳嫻、鯨向海 主編, 

作者簡介—楊喚 
本名楊森，1949 年來到臺灣
兒童詩的先驅，雖然
多膾炙人口的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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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猜猜看這些謎題是指哪些地方呢？ 

     ● 貓空 

                            ● 新店 

                           ● 景美 

                          ● 艋舺 

                           ● 大安 

, 天下文化 出版 

 
年來到臺灣，是 1950 年代臺灣

雖然 25 歲就英年早逝，卻留下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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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之旅] 

 臺灣的鐵路一直是重要的

機車普及且高鐵出現之後

通勤的辛勞與思鄉的惆悵

島旅行的方式之一，趁著假日

 

城市─臺北火車站 

 位於臺北市中正區，

最大的車站。1891 年開始設站營運

年鐵路地下化完工後開始啟用

廡殿頂，建築中央設有天井

 

鄉鎮─屏東枋寮車站 

 枋寮車站位於屏東縣西部中段偏南

線的起點站，雖然佔地不大

Q 欣賞完這首詩之後，覺得

⾞過枋寮⾞過枋寮⾞過枋寮⾞過枋寮—余光中(節錄第⼀段

⾬落在屏東的⽢蔗⽥裡，         
甜甜的⽢蔗甜甜的⾬，           
肥肥的⽢蔗肥肥的⽥， 
⾬落在屏東肥肥的⽥裡。 
從此地到⼭麓， 
⼀⼤幅平原舉起， 
多少⽢蔗，多少⽢美的希冀！ 
⾧途⾞駛過青青的平原， 
想牧神，多⽑⼜多鬚 
在哪⼀株⽢蔗下午睡？ 
 

 

 

單元三 土地關懷

作者簡介—余光中 

現為國立中山大學講座教授，擅
長新詩和散文。 

重要的交通工具，曾載過無數旅客往返

且高鐵出現之後，鐵道的載運角色雖然已不再那麼重要

通勤的辛勞與思鄉的惆悵，火車站也代表著臺灣各地的特色

趁著假日，買張火車票來趟尋幽訪勝之旅

，除了火車之外，捷運及高鐵也在此停靠

年開始設站營運，歷經多次改建，現今的

年鐵路地下化完工後開始啟用，建築外觀仿中國傳統建築的構造

建築中央設有天井，非常雄偉壯觀。 

位於屏東縣西部中段偏南，是西部幹線的終點站

佔地不大，卻有著承先啟後的重要功能。

覺得枋寮有著怎麼樣的美景呢？請小朋友

節錄第⼀段)        
          

            

載過無數旅客往返目的地，在汽

麼重要，但是保留了

火車站也代表著臺灣各地的特色，因而漸漸成為環

之旅吧！ 

捷運及高鐵也在此停靠，是全臺灣

現今的火車站於 1989

建築外觀仿中國傳統建築的構造，屋頂採單檐

是西部幹線的終點站，同時也是南迴

。 

請小朋友畫下來吧！ 



 

 

 

 

 

 

 

 

 

 

 

 

Q 今年寒假到了哪些地方旅遊

 

 

 

 

 

 

 

 

 

 

 

 

 

單元三 土地關懷

參考資源 

《11 元的鐵道旅行》劉克襄

沿海─白沙屯車站 

 位於苗栗通霄，是西部縱貫鐵路的

濱海小站，白沙屯為通霄

方，因為東北季風帶來大量的風沙

積成新月型沙丘，因此命名為

屯」，這裡最醒目的就是一座座白色的

風車，讓景色更添美麗。

些地方旅遊呢？寫&畫一封明信片紀念一下吧

劉克襄 著, 遠流 出版；  《小地方》賴鈺婷 著

是西部縱貫鐵路的

白沙屯為通霄最早開墾的地

因為東北季風帶來大量的風沙，堆

因此命名為「白沙

這裡最醒目的就是一座座白色的

。 

山岳─車埕車站 

 位於南投水里，是鐵道集集線的終

點站。木材產業及鉅工電廠曾興盛一

時，現在則保留了過往的古蹟

友有機會認識過去的產業及文化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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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明信片紀念一下吧！ 

著, 有鹿文化 出版 

是鐵道集集線的終

木材產業及鉅工電廠曾興盛一

現在則保留了過往的古蹟，讓小朋

友有機會認識過去的產業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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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食材] 

 臺灣以農業起家，各地依氣候

之，就成為當地的農特產

 

 

 

 

 

 

 

 

 

 

 

 

 

 

 

 

 

 

 

 

 

 

單元四 食在臺灣

參考資源：《走訪臺灣在地食材

(http://ezgo.coa.gov.tw/suggest_dispatch.php?issue=51&func=main

新竹的柿子 

 新竹的柿餅產業知名度甚高

於臺灣海峽最窄的地方

襲，加上少雨，氣候乾燥

乾機，非常適合柿餅製作

將柿子削皮後放到 2 公尺的竹架上曝曬

受風平均，約 2 個小時需要翻面一次

要調整日照角度，因此新竹產出的柿餅特別好吃

雲彰地區的蚵仔 

 臺灣養蚵已有超過三百年的歷史

蚵仔的主要產地以彰化王功

名。儘管技術與日俱進

了要面對烈日以及寒風

經驗。蚵殼除了可以用來製作肥料和填補路面

現今在藝術家的巧手下

的藝術品。在寒假的時候

文化館，體驗沿海蚵農生活

 

各地依氣候、山土狀況栽種適合的農作物種

就成為當地的農特產，一起到臺灣各地品嘗美食吧！ 

走訪臺灣在地食材》網站, 行政院農委會

http://ezgo.coa.gov.tw/suggest_dispatch.php?issue=51&func=main

新竹的柿餅產業知名度甚高，主要是因為新竹位

於臺灣海峽最窄的地方，有著名的「九降風」強勁吹

氣候乾燥，成為得天獨厚的超大型風

非常適合柿餅製作。傳統製作柿餅的方式是先

公尺的竹架上曝曬，為了讓柿子

個小時需要翻面一次，除此之外，還

因此新竹產出的柿餅特別好吃。 

臺灣養蚵已有超過三百年的歷史，在臺灣，

蚵仔的主要產地以彰化王功、雲林臺西最為有

儘管技術與日俱進，工作還是非常辛苦，除

了要面對烈日以及寒風，剝蚵殼更是需要技巧與

殼除了可以用來製作肥料和填補路面，

現今在藝術家的巧手下，也成為一件件富有創意

在寒假的時候，可以走一趟王功蚵藝

體驗沿海蚵農生活。 

山土狀況栽種適合的農作物種，久而久

http://ezgo.coa.gov.tw/suggest_dispatch.php?issue=51&func=main) 



 

 

 

 

 

 

 

 

 

 

 
 

 

 

 

Q 動手試試看：如何煮出好吃的米飯

步驟一：洗米  →  步驟二

 

 

 

 

 

我會煮飯了！將煮好的成品請家

獲得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單元四 食在臺灣

參考資源：聯米文化基金會網站
 

南投的梅子 

 全臺灣有 70%的梅子由南投生產

鄉，因此臺灣最負盛名的賞梅風景就在南投縣信義鄉的風櫃斗

稠坑，每年 12 月至隔年

梅子的有趣時光啦！ 

花東地區的稻米 

 「臺灣出好米，好米在縱谷

間的平原上，土壤屬重黏土

及雨量分布均勻，非常適合稻作成長

池上米、木片盒以及當地食材做成的便當

東需行駛很久的時間，

便當，也讓花東好米廣受好評

輕輕淘洗 1-2 次。 加入
浸泡約

如何煮出好吃的米飯？ 

步驟二：浸泡  →  步驟三：燜煮  →

將煮好的成品請家人品嘗並評分吧！ 

_____________分；評分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米文化基金會網站(http://www.unionrice.com.tw/) 

的梅子由南投生產，其中又約有 70%是出自南投縣信義

因此臺灣最負盛名的賞梅風景就在南投縣信義鄉的風櫃斗

月至隔年 1 月是賞花時節，初春 3 月便是採收梅子以及加工

好米在縱谷」，花東縱谷因位於中央山脈及海岸山脈之

土壤屬重黏土，質地介於微酸近中性，氣候高溫潮濕

非常適合稻作成長。最有人氣的池上飯包便是堅持使用

木片盒以及當地食材做成的便當，早年因為蒸汽火車從花蓮到臺

，旅客無法下車購買食物，於是業者才在火車上兜售

也讓花東好米廣受好評。 

加入 1：1.2 倍的水，
浸泡約 20 分鐘。 

放入電鍋煮好後，
再燜約 15 分鐘。 

11 

→  步驟四：翻動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出自南投縣信義

因此臺灣最負盛名的賞梅風景就在南投縣信義鄉的風櫃斗、烏松崙與牛

月便是採收梅子以及加工

花東縱谷因位於中央山脈及海岸山脈之

氣候高溫潮濕，溫度

最有人氣的池上飯包便是堅持使用

早年因為蒸汽火車從花蓮到臺

於是業者才在火車上兜售

 
用飯勺翻動， 
讓水氣均勻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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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給時間的漂流記

 體驗到臺灣不同的美好生活後

題館」，其中與國家圖書館

個說故事的旅行者，藉由圖像傳達我們生活的空間

轉變，透過明信片讓我們認識過去

 

 

 

 

 

 

 

 

 

 

 

 

漫 遊 台 北 國 際 書 展

� 展覽地點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一館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三館
� 展覽時間 
2014 年 2 月 5 日至 2
2 月 7 日（週五），2 月
2 月 9 日（週日） 星光夜至
展覽一館  2 月 5 日專業日
展覽三館  全面開放一般民眾參觀

寄給時間的漂流記—明信片影像特展

體驗到臺灣不同的美好生活後，更可以參觀台北國際書展

國家圖書館合作的「明信片影像特展」中，每張

藉由圖像傳達我們生活的空間，在時間河流中

讓我們認識過去，更傳遞歷史記憶。  

 

台 北 國 際 書 展

第 22 屆台北國際書展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一館  地址：臺北市信義路 5 段 5 號 1 樓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三館  地址：臺北市松壽路 6 號 1 樓 

2 月 10 日，每日 10：00－18：00 
月 8 日（週六） 星光夜至 22：00， 

星光夜至 20：00 
專業日，限專業人士及身障人士參觀 

全面開放一般民眾參觀 

明信片影像特展 

台北國際書展的「美好生活主

每張明信片都像是

在時間河流中點點滴滴的

 

 

 

 

 

 

樓 



每年的寒假，圖書館

配著國際書展，小朋友可以在寒假的時候參加各種有趣的閱讀活動

來考考你有關台北國際書展的小常識囉

 

Q 今年（2014）的台北國際書展是第幾屆呢

� 第 20 屆  � 第 2

Q 在這次的台北國際書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 2014 年台北國際書展在臺北市信義區世貿中心

請你查一查、連一連，

美好生活 
主題館 

● 

 

 

 

 

                         ●

 

 

 

漫 遊 台 北 國 際 書 展

展覽一館

台北國際書展 

書館與台北書展基金會都會合作舉辦「

小朋友可以在寒假的時候參加各種有趣的閱讀活動

國際書展的小常識囉！ 

的台北國際書展是第幾屆呢？ 

21 屆  � 第 22 屆  � 第 23 屆 

台北國際書展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哪一個展區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台北國際書展在臺北市信義區世貿中心展出，一

，以下幾個主題館分別位於哪個展覽

動漫書區 
 

● 

童書繪本 
主題館 

● 

書展大賞
主題館

●                                  ● 

台 北 國 際 書 展

展覽一館 展覽三館 

13 

「寒假閱讀節」，搭

小朋友可以在寒假的時候參加各種有趣的閱讀活動。現在，就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哪一個展區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共有二個展覽館。

展覽館呢？ 

書展大賞 
主題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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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圖書館             
主題 
主題展覽 
飛閱臺灣好生活 
「DIY 手工藝」系列主題書展 
「寶島鄉土情」系列主題書展及小博士信箱活動

講座 

年菜準備有一套/李梅仙 
從旅遊中經驗臺灣人文生態之美/陳建志
遇見四季人情味：紀錄臺灣食材故事
真善美/趙敏夙 
玩味臺灣/馬繼康 

「從臺灣女性小說談起」講座/廖輝英
百年糕餅，風華再現/張尊禎 

從自然繪本認識我的家/張東君 
玩味臺灣趣/馬繼康 
臺北城起城落的故事/莊永明 
我要回傳統市場買菜/劉克襄 

遠離生活毒害，創造有機生活/林才群
玩味臺灣/馬繼康 

步道探秘趣~大臺北生態環境特色及步道自然觀
察/葉淑蓮 
養身茶飲，食在健康/黃冠華 
文學大師系列電影欣賞 
楊牧：朝向一首詩的完成 
余光中：逍遙遊 
林海音：兩地 

鄭愁予：如霧起時 
周夢蝶：化城再來人 
兒童活動 
美好生活故事時間 

餅餅相連在臺灣 
捏麵人大冒險， 
讓我變成可愛的橡皮擦吧 
寶島童遊 FUN 手作 
牽影動情話皮影─DIY 皮影戲偶 
彩繪臺灣 
 

樂 遊 圖 書 館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 2 段 125
日期 館別 

1/18-2/16 各閱覽單位
1/18-2/16 景新分館

及小博士信箱活動 1/18-2/16 萬芳民眾閱覽室
2230

1/18  10:00-12:00 永建分館
陳建志 1/18  14:00-16:00 道藩分館

紀錄臺灣食材故事，分享飲食 1/18  14:30-16:30 稻香分館

1/19  10:00-12:00 王貫英先生紀念圖書館
2367

廖輝英 1/19  14:00-16:00 力行分館
1/19  10:00-12:00 六合分館

1/20  14:00-16:00 文山分館
1/25  14:00-17:00 天母分館
1/25  14:00-16:00 長安分館
1/25  14:00-17:00 總館

2755
林才群 2/8   10:00-11:30 北投分館

2/15  14:00-16:00 萬興分館

大臺北生態環境特色及步道自然觀 2/16  14:00-16:00 中崙分館

2/16  14:00-16:00 建成分館

2/10  14:30 開始 

總館
2755

2/11  14:30 開始 
2/12  14:30 開始 

2/13  14:30 開始 
2/14  14:30 開始 

1/18-2/16  
每週六 14:30-16:00 

各閱覽單位

1/18-1/24 六合分館
1/19  14:00-16:00 中崙分館

1/19  14:00-16:00 清江分館
 1/26  14:00-16:00 舊莊分館

2/8   09:30-12:00 永春分館

圖 書 館

125 號 2755-2823 

 

各閱覽單位 
景新分館  2933-1244 
萬芳民眾閱覽室  
2230-5287 

永建分館  2236-7448 
道藩分館  2733-4031 
稻香分館  2894-0662 

王貫英先生紀念圖書館 
2367-8734 
力行分館  8661-2196 
六合分館  2729-2485 

文山分館  2931-5339 
天母分館  2873-6203 
長安分館  2562-5540 
總館 10 樓會議廳  
2755-2823#2113 
北投分館  2897-7682 
萬興分館  2234-5501 

中崙分館  8773-6858 

建成分館  2558-2320 

總館 B2 演講廳   
2755-2823#2113 

各閱覽單位 

六合分館  2729-2485 
中崙分館  8773-6858 

清江分館  2896-0315 
舊莊分館  2783-7212 
永春分館  2760-9730 



 
新北市立圖書館                   
主題 
主題展覽 
美好生活主題系列書展 
講座 
10 萬元環遊世界/943 
躲躲貓─蘆洲李宅古蹟繪本/李蓁分享會
廚房小情歌 
從歐洲吃到亞洲：食物的華麗冒險
閱讀生活的風景－尋找生活小確幸

單車離島： 
漫行 13 座島嶼，用最美的速度 
那些年，我在芬蘭讀書的日子 
影片欣賞 
美好生活影展 

兒童活動 
美好生活說故事活動 

樂 遊 圖 書 館

               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 62
日期 館別 

1/18-2/27 各閱覽單位 

2/16  14:00-16:30 總館           
分享會 2/22  14:00-16:30 蘆洲集賢分館

1/18  14:00-16:30 新莊福營分館
食物的華麗冒險 2/15  10:00 開始 新店分館      
尋找生活小確幸 1/25  13:30-16:30 淡水分館     

 
1/11  14:00-16:30 三重分館          

1/18  14:00-16:30 汐止分館             

每週日 14:00 板橋分館             

每週日 14:00 板橋萬板親子圖書閱覽室
2257-9737 

每週六 14:00 板橋民生圖書閱覽室
1/19、1/26、2/9、2/23 
14:00 

板橋四維分館

1/19、1/25、1/26，2/8、
2/9、2/16、2/23   14:00 

蘆洲集賢分館

1/25、2/8       14:00 萬里分館          
1/25、2/8       14:00 泰山分館      
1/18、1/25、2/15  
13:30 

八里分館      

1/26、2/9、2/23   14:00 五股成功分館

每週六          14:00 土城分館        
每週六、日      14:00 三重分館         
2/15            14:00 石碇分館             
1/25、2/8       13:30 汐止分館          
2/9、16         14:00 烏來分館             
每週六          14:00 新莊中港          

2/8             10:00 新店分館          
1/26            14:00 深坑分館             
1/26、2/9       14:00 淡水分館       
1/19            14:00 金山分館        
1/26            13:30 三芝分館             
1/18            14:00 瑞芳分館             

1/25            13:30 蘆洲兒童親子分館
1/18、2/25      14:00 淡水水碓分館

圖 書 館

15 

62 號   2253-4412 

 

           2253-4412#8652 
分館藝文中心 8282-1951 

新莊福營分館         2203-7877 
          2918-3181#14 
        2622-4664#253 
          2981-4887#25 

             2642-7323 

             2966-4347 

親子圖書閱覽室
 

圖書閱覽室   2954-2789 
分館         2252-1933 

分館藝文中心 8282-1951 

        2492-4490#17 
             2909-1727 
             2610-3385 

分館         2293-2114 

          2260-2952#20 
         2981-4887#25 
             2663-1354 
          2642-7323#11 

           2661-6717 
        2991-2053#19 

        2918-3181#14 
            2662-3821 
       2622-4664#253 

      2498-4714#201 
           2636-6614 
           2497-2980 

蘆洲兒童親子分館     2288-8294 
淡水水碓分館    2629-7466#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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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小當家幸福料理繪本製作(兒童班)
寒假生活記趣繪本製作(兒童班) 
親子漫遊閱世界學習營 

新住民多元閱讀營 

 
國立臺灣圖書館                   
主題 
主題展覽 
美好生活在臺灣 
講座 
活力臺灣向前行/劉旭恭 
戀戀臺灣古早味/曾琬妤 
影片欣賞 

100 個種子的秘密 
北海鯨奇 
兒童活動 
聽故事壯遊臺灣 
記得茶香滿山野 
 

日期 館別 
1/25、2/8       14:00 淡水竹圍分館

1/18、1/25，2/15、2/22 
14:00 

五股成功分館

1/20、2/20      14:00 石門分館      

2/8             10:30 土城親子分館
1/25            10:30 土城柑林埤圖書

1/18            10:30 土城清水圖書
1/25、1/26，2/8、2/9 
                14:00 

泰山親子圖書閱覽室

每週六          13:00 蘆洲集賢分館
每月第 1、3 週 
週六 14:30 

新莊中港分館

每月第 1、3 週 
週六 14:30 

新莊裕民分館

每週三          14:30 新莊福營分館

) 1/23、1/25 14:00-17:00 板橋四維分館
 2/15、2/22 14:00-17:00 板橋四維分館

1/22、1/23、1/24、
1/27、1/28、2/10、2/11 
9:00-12:00 

貢寮分館             

1/22、1/23、1/24、
2/10、2/11、2/12、2/13 
13:00-16:00 

貢寮分館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 85
日期 館別 

1/2-2/27 親子資料中心

1/11  10:00-12:00 
B1 樂學室 

2/15  14:00-16:00 

1/11  14:00 開始 
1 樓簡報室 

2/8   14:00 開始 

1/8-2/26(每週三) 
15:00-16:00 

B1 樂學室 

館         2624-1469 

五股成功分館         2293-2114 

             2638-1202 

土城親子分館       2265-3293#9 
圖書閱覽 2263-7037#9 

圖書閱覽室 2265-3293#9 
泰山親子圖書閱覽室   8531-6258 

分館藝文中心 8282-1951 
分館      2991-2053#19 

新莊裕民分館         2901-9047 

營分館         2203-7877 

板橋四維分館         2252-1933 
板橋四維分館         2252-1933 

             2490-3203 

             2490-3203 

85 號   2926-6888 

親子資料中心 2 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