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月休館資訊
1月1日

開國紀念日休館

1月3日

休館日

備註：
1.新增或修改訊息以紅字標示。
2.＊樂齡學習中心課程，參與者須先辦理樂齡學員證。
3.★須事先報名，請洽辦理單位。
臺北市立圖書館 108 年 1 月藝文活動表
更新日期：108/1/11
一、講
分區

座
活動項目

日期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電影賞析講座

01/13（日）
13:30-16:30

總館 10 樓會議廳
2755-2823#2801

講
主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題：盜命師（輔 12）

全民讀書會

01/20（日）
14:30-16:30

總館 10 樓會議廳
2755-2823#2801

講
主

師：謝松洲（臺大醫院北護分院風濕免疫科）
題：從紅斑性狼瘡談免疫風濕病

每月一書講座

01/12（六）
14:30-16:30

總館 10 樓會議廳
2755-2823#2112

講
主

師：阿潑（本書作者）
題：日常的中斷：人類學家眼中的災後報告書

2019 寒假閱讀節講座

01/27（日）
14:00-16:00

總館 10 樓會議廳
2755-2823#2117

講
主

師：吳怡真（姆樂玩樂）
題：奇思‧妙想‧談電影：迪士尼公主系列動
畫音樂賞析－貝兒與仙杜瑞拉

講
主

師：劉博仁（本書作者）
題：人人都做得到的身體功能調理指南

01/12（六）
10:00-12:00

講
主

師：汪莫（本書作者）
題：寫給喧囂的 37 個安靜練習

01/15（二）
13:30-15:20

講
主

師：吳孟真（臺大醫院老年醫學部）
題：失智這檔事：老年病患者的居家照顧

01/05（六）
10:00-12:00

總館

企業人文講座★

題

總館 10 樓會議廳
2755-2823#2113

作家與讀者有約講座

2018 現代華佗台大開講
銀髮醫學公益講座★

主講人、講

總館 10 樓會議廳
講
01/15（二）
（臺北經營管理研究
15:30-17:00
主
院 8732-3216）

師：吳寬墩（臺大醫學系內科教授）
題：漫談銀髮醫學：老化是智者的旅程

01/15（二）
19:00-21:00

師：許信良（亞太和平基金會）
題：大膽西進今昔觀

講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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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講
分區

座
活動項目

市民生活講座★

日期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01/26（六）
14:00-16:00

三民分館
2760-0408

主講人、講

題

講
主

師：馮道遠（北市工商職業工會）
題：手機攝影更專業！

講
主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題：複製愛情（限）

講
主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題：謝謝你，在世界角落找到我（護）

01/13（日）
14:00-16:30

講
主

師：史濟華（上海市戲曲學校）
題：大師說戲－練聲、吐字、扇子功

01/27（日）
10:00-11:30

講
主

師：Bookstart 團隊
題：培養小小愛書人講座（18-35 個月）

講
主

師：Bookstart 團隊
題：開啟寶寶閱讀之門講座（6-18 個月）

01/12（六）
09:00-12:00
2019 用心看電影
01/12（六）
14:00-17:00

東區 為關懷視障朋友而唱

啟明分館
2514-8443

舊莊分館
2783-7212
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

「一起來場由內到外的大
掃除吧」系列講座

01/27（日）
14:00-15:30

01/20（日） 親子美育數位圖書館 講
10:00-12:00
2651-8163
主

師：Bookstart 團隊
題：繪本介紹講座（3-5 歲）

01/04（五）
14:00-16:00

講
主

師：胡弘昌（無毒家園教學中心）
題：健康吃過好年：幸福餐桌由你把關

講
主

師：陳映如（專欄作家）
題：大掃除也可以很簡單：居家整理省時省力

講
主

師：陳乃綾（心理諮商師）
題：親友相聚不緊張：談過年焦慮症

01/10（四）
10:00-12:00

大同分館
2594-3236

01/12（六）
14:00-16:00
西區
2019 寒假閱讀節講座★

01/20（日）
14:00-16:00

長安分館
2562-5540

01/26（六）
10:00-11:30

講 師：陳舜儀（水深之處福音網）
主 題：德國異鄉人－旅行 42 天，走訪 21 個城市
的各國移民
講
主

師：Bookstart 團隊
題：培養小小愛書人講座（18-35 個月）

講
主

師：Bookstart 團隊
題：開啟寶寶閱讀之門講座（6-18 個月）

延平分館
2552-8534

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
01/26（六）
14:0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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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講
分區

座
活動項目

日期

Monthly 閱讀品茶趣

主講人、講

題

01/02（三）
14:00-17:00

講
主

師：鄭窈窕（臺北市樂齡學習中心）
題：幸福便當（護）

01/09（三）
14:00-17:00

講
主

師：鄭窈窕（臺北市樂齡學習中心）
題：來自天堂的奇蹟（普）

01/16（三）
14:00-17:00

講
主

師：鄭窈窕（臺北市樂齡學習中心）
題：解憂雜貨店（普）

01/23（三）
14:00-17:00

講
主

師：鄭窈窕（臺北市樂齡學習中心）
題：閃亮女聲（護）

講
主

師：葉素杏（金澤渥有限公司）
題：茶與咖啡

永建分館
2236-7448

魅影風華•樂齡人生戲院

南區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01/25（五）
19:00-20:30

01/13（日）
14:00-15:30

文山分館
2931-5339

王貫英先生紀念圖書
講
館
主
2367-8734

師：Bookstart 團隊
題：開啟寶寶閱讀之門（6-18 個月）

講
主

師：Bookstart 團隊
題：開啟寶寶閱讀之門（6-18 個月）

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
01/12（六）
14:00-15:30

道藩分館
2733-4031

2019 市民生態講座

01/06（日）
14:00-16:00

2019 寒假閱讀節講座

01/26（六）
14:00-16:00

天母分館
2873-6203

士林區樂齡學習中心講座

01/28（一）
09:30-11:30

葫蘆堵分館
2812-6513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講
2883-3453
主

師：楊曼妙（臺灣原生植物保育協會）
題：蟲癭

講
主

師：王惠美（特約作家）
題：德國私房景點尋旅：那些不思議的德國小
鎮

講
主

師：楊賢英（家事達人）
題：聰明輕鬆作，家事一點靈

講
主

師：Bookstart 團隊
題：開啟寶寶閱讀之門講座（6-18 個月）

講
主

師：Bookstart 團隊
題：培養小小愛書人講座（18-36 個月）

講
主

師：Bookstart 團隊
題：開啟寶寶閱讀之門（6-18 個月）

北區
01/05（六）
10:00-12:00
北投分館
2897-7682
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

01/05（六）
14:00-16:00

01/20（日）
14:00-15:30

內湖分館
2791-8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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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講
分區

座
活動項目

日期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01/12（六）
14:00-16:00

天母分館
2873-6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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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講
講
主

題

師：Bookstart 團隊
題：繪本介紹講座（3-5 歲）

二、推廣活動
分區

總館

東區

西區

南區

活動名稱

日期及活動內容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好書交享閱
二手書交換活動

01/27（日）10:00-16:00
1、 收書：總館、三民分館、文山分館、萬華分館及天母
分館，於本館櫃臺開放時間內均可受理民眾捐書兌換
點券，1 件圖書資料可兌換點數 1 點。
2、 換書：每月最後一週週日 10 時至 16 時辦理圖書交換
活動，點券 1 點即可兌換圖書 1 本。
詳細活動辦法請見館內公告或本館網站。

總館 B2 二手書交換區
2755-2823#2118

自助借書抽好禮

即日起至 12/31 日止。
活動期間內使用分館自助借書機借書 1 冊以上，憑自助借
書機收據即可參加抽獎活動 1 次。
詳細活動辦法請見館內公告或本館網站。

龍華民眾閱覽室
2785-1740

借閱 DIY•享閱有禮

即日起至 12/31 日止。
活動期間內使用分館自助借書機借書 5 冊，憑自助借書機
收據 2 張，即可兌換精美小禮品或好書 1 冊。
詳細活動辦法請見館內公告或本館網站。

大同分館
2594-3236

自助借閱抽抽樂

即日起至 03/31 日止。
活動期間內使用分館自助借書機借書 5 冊，憑自助借書機
收據即可至綜合服務臺參加抽抽樂遊戲 1 次。
詳細活動辦法請見館內公告或本館網站。

建成分館
2558-2320

珠來運轉好運到

即日起至 03/31 日止。
活動期間內使用分館自助借書機借書 5 冊，憑自助借書機
收據即可至綜合服務臺參加彈珠遊戲 1 次。
詳細活動辦法請見館內公告或本館網站。

長安分館
2562-5540

自助借書，好書閱選送

即日起至 12/31 日止。
凡於活動期間內使用分館自助借書機借書當天累計滿 10
本者，列印借書收據交給服務臺查核，即可當場挑選好書
櫃裡的好書 1 本。
詳細活動辦法請見館內公告或本館網站。

景新分館
2933-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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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廣活動
分區

北區

活動名稱

日期及活動內容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自助借，轉轉樂！

即日起至 02/27 日止。
凡持有本館借閱證 18 歲以下之讀者，於活動期間內使用
分館自助借書機借書一次滿 10 本者，即可至服務臺參加
轉轉樂活動 1 次。
詳細活動辦法請見館內公告或本館網站。

我是小小德國通

即日起至 02/15 日止。
1、 參加對象：國小學童皆可參加。
2、 開放性問題，沒有標準答案，好玩又有趣的答題活
動，歡迎小朋友發揮想像力。
詳細活動辦法請見館內公告或本館網站。

永建分館
2236-7448

即日起至 02/27 日止。
凡於活動期間內使用分館自助借書機借書滿 5 本（不含視
天母悅讀樂：新春借閱袋袋
聽資料），列印借書收據後，即可得到一個小紅包，再依
有驚喜
據小紅包內的號碼紙，可兌換活動獎品。
詳細活動辦法請見館內公告或本館網站。

天母分館
2873-6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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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

覽

分區

全館

總館

東區

活動項目

展期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第 42 屆金鼎獎」得獎書展

01/02-01/18

「OpenBook 好書獎」得獎書展

01/02-01/18

「閱讀好德意」寒假閱讀主題書展

01/19-02/10

閱讀「泰」溫暖：泰國原文書展

01/02-02/27

總館 1 樓主題書展區
2755-2823#2900

「MIT 我愛臺灣」繪本主題書展

01/02-03/31

總館 B1 兒童室主題書展區
2755-2823#2130

兩廳院出版品展覽暨兒童奇幻表演藝術世界展

01/19-02/24

總館 B1 藝廊
2755-2823#2117

簡來喜水彩師生展

01/02-01/15

三民分館
2760-0408

波隆那 30 行動畫廊展覽

01/01-01/31

松山國小側
（總館推廣課
2755-2823#2117）

啟明分館 x 慢工出版「送給大人的圖像書」藝文展覽

01/02-02/27

啟明分館
2514-8443

「千古風流人物」人物傳記館藏特色主題書展

01/02-02/27

永春分館
2760-9730

「拈花惹草：讓生活多點綠意」主題書展

01/02-01/31

總館、分館及民眾閱覽室
2755-2823#2112

龍華民眾閱覽室
2785-1740
i-share 館員推薦好書主題展

01/02-12/31

「貓咪大進擊」主題書展

01/0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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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德智慧圖書館
（永春分館 2760-9730）

三、展

覽

分區

活動項目

展期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大同分館館藏特色推廣活動－特殊教育學生藝術聯展

01/02-01/31

看見角落的獨行－生命教育主題書展

01/02-01/31

「一起來場由內而外的大掃除吧」主題書展

01/02-03/31

「省時省力，讀書法大集合」主題書展

01/02-01/31

大直分館
2533-6535

「素素如意」主題書展

01/02-03/31

大安分館
2732-5422

繪。賴博瑞的綠地—Library x Reading
作品展覽

01/14-03/31

文山分館
2931-5339

「地圖上的小旅行」主題書展

01/02-03/31

景美分館
2932-8457

德國童話書展

01/15-02/15

永建分館
2236-7448

「中國大陸旅遊」館藏特色主題書展

01/02-03/31

王貫英先生紀念圖書館
2367-8734

「熱血！自助旅行」主題書展

01/02-01/31

西中分館
8751-5497

臺北舊時光－臺北市老照片展

01/02-01/22

大同分館
2594-3236

西區

南區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2883-3453

北區
明爵畫室兒童美術成果展

01/23-02/18

個人衛生保健特展

01/02-03/31

8

葫蘆堵分館
2812-6513

三、展
分區

覽
活動項目

展期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快樂閱讀吧－圖解新書主題書展

01/07-02/27

吉利分館
2820-1633

刀光劍影來過招－武俠電影展

01/02-02/27

石牌分館
2823-9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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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片․表演藝術欣賞
分區

活動項目

放映時間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市圖電影院

每週二 18:30
01/01 元旦休館，暫停 1 次
01/08 地心冒險 2：神秘島（普）
01/15 傑克：巨人戰紀（護）
01/22 地球迴聲（護）
01/29 投名狀（輔）

親子電影院

每週日 10:00
01/06 巴黎魅影（普）
01/13 公主與青蛙（普）
01/20 霹靂貓（普）
01/27 鐘樓怪人（普）

2019 寒假瘋電影

01/28（一）14:00
01/29（二）14:00
01/30（三）14:00
01/31（四）14:00

表演藝術同樂會

01/12（六）09:30 曼紐因六零年代協奏曲錄影（音樂
會）
01/19（六）09:30 羅斯托波維奇兩首俄國協奏曲現場
演出（音樂會）

兒童電影院－週三 FUN 電影

每週三 14:30
01/02 野狼歷險記（普）
01/09 尖叫旅社（普）
01/16 尖叫旅社 2（普）
01/23 鴿戰總動員（普）
01/30 機器人奇諾丘（普）

六合分館
2729-2485

林老師說故事兒童劇團
老虎的長褲子

01/05（六）14:30-16:30

中崙分館
8773-6858

錫口電影院

01/26（六）10:00 翻轉幸福（輔 12）

松山分館
2753-1875

總館 B2 演講廳
2755-2823#2801

總館 8 樓團體欣賞室
2755-2823#2801

總館

東區

猛毒（輔 12）
小腳怪（普）
巨齒鯊（護）
蟻人與黃蜂女（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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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館 B2 演講廳
2755-2823#2801

總館 8 樓團體欣賞室
2755-2823#2801

四、影片․表演藝術欣賞
分區

活動項目

三民週日影展

放映時間
每週日 14:00
01/06 這一生，至少當一次傻瓜（護）
01/13 罪後正義（輔）
01/20 擊出心人生（護）
01/27 凱文怎麼了（輔）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三民分館
2760-0408

週四樂齡電影院

01/10（四）14:00
01/17（四）14:00
01/24（四）14:00
01/31（四）14:00

三興週五電影 YA

每週五 18:30
01/04 無敵破壞王（護）
01/11 自由之丘（護）
01/18 真實的勇氣（輔）
01/25 家有兩個爸（護）

三興分館
8732-1063

永春假日電影院

每週六 16:10
01/05 星際效應（護）
01/12 林肯（護）
01/19 金盞花大酒店 2（普）
01/26 失業女王聯盟（護）

永春分館
2760-9730

週三來趣看電癮

每週三 14:00
01/02 芭蕾奇緣（普）
01/09 酷瓜人生（普）
01/16 奇妙仙子－奇幻獸傳說（普）
01/23 歡樂好聲音（普）
01/30 說故事時間 1（普）

大直假日電影院

每週日 14:00
01/06 環太平洋（護）
01/13 人神之間（護）
01/20 我把老師縮小了（普）
01/27 宿主（輔）

大直分館
2533-6535

大同假日電影院

每週日 14:00
01/06 再見柏林（輔）
01/13 切膚之歌（輔）
01/20 再見柏林圍牆（輔）
01/27 剪貼簿的秘密：逃出集中營（普）

大同分館
2594-3236

祈禱愛（普）
愛的佔有慾（護）
歐吉桑鄰好（護）
王牌大主廚（普）

親子美育數位圖書館
2651-8163

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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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片․表演藝術欣賞
分區

活動項目

放映時間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延平歡樂假日電影院

每週日 10:00
01/06 王者之聲（護）
01/13 命懸生死線（輔 12）
01/20 恐龍當家（普）
01/27 奇妙仙子：海盜仙子（普）

延平分館
2552-8534

長安假日電影院

01/06（日）14:00 飢餓遊戲（護）

長安分館
2562-5540

建成假日電影院

雙週 週日 14:00
01/13 真愛每一天（輔）
01/27 小王子（普）

建成分館
2558-2320

萬華假日電影院

每週日 14:00
01/06 愛在回家時（普）
01/13 漫漫回家路（護）
01/20 地獄（輔）
01/27 大法官（護）

萬華分館
2339-1056

西園寒假假日電影院

01/27（日）14:00 狼的孩子雨和雪（護）

西園分館
2306-9046

哈特 HOT 假日電影院

每週日 14:00
01/06 星際大戰：原力覺醒（普）
01/13 暫停 1 次
01/20 潘恩，航向夢想島（護）
01/27 盲探（輔）

南區 週三童樂會－兒童影片欣賞

大安假日電影院

王貫英先生紀念圖書館
2367-8734

第 2、4 週 週三 14:30
01/09 醜小鴨與我（普）
01/23 新子與千年的魔法（普）

每週六 16:00
01/05 阿嬤好孕到（護）
01/12 老師呱呱叫（普）
01/19 擁有神之舌的男人（普）
01/26 異形：聖約（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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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分館
2732-5422

四、影片․表演藝術欣賞
分區

活動項目

木柵兒童電影院

放映時間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雙週 週三 14:00
01/09 企鵝女孩（護）
01/23 勇鼠的奇幻旅程（普）
木柵分館
2939-7520

木柵星光電影院

每週五 18:30
01/04 彩虹保衛隊（輔）
01/11 兩個爸爸（護）
01/18 女子漢的顛倒性世界（輔）
01/25 丹麥女孩（輔）

好時光假日電影院

每週日 14:00
01/06 願望清單（普）
01/13 雙面謎情（護）
01/20 新步步驚心（護）
01/27 麵包超人：打倒幽靈船（普）

永建分館
2236-7448

文山假日電影院

每週日 14:00
01/06 史丹利的便當盒（普）
01/13 大智若愚（護）
01/20 料理絕配（普）
01/27 薩利機長：哈德遜奇蹟（護）

文山分館
2931-5339

萬興假日電影院

每週日 14:30
01/06 愛情昏迷中（護）
01/13 幸福了沒（普）
01/20 牠（輔 15）
01/27 真愛守護靈（護）

萬興分館
2234-551

景美 FUN 輕鬆電影院

每月 2、4 週日 09:30
01/13 遇見街貓 BOB（護）
01/27 我的翻轉人生（護）

景美分館
2932-8457

景新假日電影院

每週日 14:00
01/06 100 公尺的人生（輔）
01/13 青春狂響曲（護）
01/20 陪妳哼著歌（護）
01/27 刺蝟優雅（護）

景新分館
2933-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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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片․表演藝術欣賞
分區

活動項目

週三童趣電影院

放映時間
每週三 14:00
01/02 星光繼承者（護）
01/09 星光繼承者 2（普）
01/16 藍色小精靈：失落的藍藍村（普）
01/23 馬達加斯加 2（普）
01/30 馬達加斯加 3：歐洲大圍捕（普）

週六彩繪電影院

每週六 14:00
01/05 太極 1：從零開始（輔）
01/12 太極 2：英雄崛起（護）
01/19 阿公歐買尬（輔）
01/26 失控隧道（護）

葫蘆堵樂齡電影院

每週三 14:00
01/02 昨日當我們盛年（普）
01/09 寧靜咖啡館之歌（護）
01/16 希望之眼（護）
01/23 春去春又來（輔）
01/30 開往名古屋的末班車 2012（普）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2883-3453

葫蘆堵分館
2812-6513

北區

葫蘆堵假日電影院

每週日 14:00
01/06 大夢想家（護）
01/13 海的蓋子（普）
01/20 命運鞋奏曲（護）
01/27 哇沙噢與我（普）

唭哩岸影展－橘子電影院

01/09（三）14:30 我們這一家：超能力花媽（普）
01/23（三）14:30 名偵探柯南：第 11 位前鋒（護）

吉利分館
2820-1633

唭哩岸影展－樂齡電影院

01/16（三）14:30 心靈時鐘（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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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片․表演藝術欣賞
分區

活動項目

放映時間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唭哩岸影展－午後時光電影院

01/19（六）14:30 大稻埕（護）

清江電影臺

每週日 14:00
01/06 心動奇蹟：烏魯魯的森林物語（普）
01/13 親愛的大笨象（輔 12）
01/20 快樂第四名（護）
01/27 愛與黑暗的故事（護）
◆01/27 映後有電影讀書會

清江分館
2896-0315

內湖 FUN 電影

01/12（六）10:00 酷瓜人生（普）

內湖分館
2791-8772

西湖週三電影院

每週三 18:30
01/02 解憂雜貨店（普）
01/09 放牛班的提琴手（護）
01/16 蜘蛛人：返校日（護）
01/23 可可夜總會（普）
01/30 柏靈頓：熊熊出任務（普）

西湖分館
2797-3183

東湖週三 FUN 電影

每週三 14:00
01/02 樂來樂愛你（普）
01/09 春嬌救志明（護）
01/16 魚干女又怎樣：羅馬假期（普）
01/23 一不住二不休（護）
01/30 謝罪大王（護）

東湖分館
2632-3378

週末 Susan 秀

01/26（六）19:00 腦筋急轉彎（普）

秀山民眾閱覽室
2892-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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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親子及兒童讀書會․研習班
區別

活動名稱

兒童英語閱讀指導

總館

東區

日期

總館 B2 多功能活動室
2755-2823#2140

每週日 14:00-15:30

閱讀小雲朵•閱夜閱發光－環保
01/26（六）18:30-20:30
手作研習★

總館 B1 兒童室
2755-2823#2130

和風一起說故事－旋轉小書製
01/19（六）14:00-16:00
作★

總館 11 樓研習教室
2755-2823#2117

親子讀經班

每週五 19:50-20:50（至 12/27 止）

永春分館
2760-9730

親子共讀工作坊★

01/12（六）10:00-12:00

松山分館
2753-1875

知書達禮小童生：兒童讀經讀書
每週六 14:30-16:00（至 06/29 止）
會

西區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親子美育數位圖書館
2651-8163

拾慧親子經典班

每週五 19:00-20:50（至 109/01/10 止）

大直分館
2533-6535

當故事遇上桌遊-桌遊體驗★

01/23（三）14:00-16:00

力行分館
8661-2196

喜閱德國 Guten Tag!
德國小學堂★

第一場：01/23（二）14:30-15:30
第二場：01/24（四）14:30-15:30

永建分館
2236-7448

南區

城市在閱讀－台灣生態尋寶趣
01/26（六）10:00-12:00
導讀及創作★

石牌分館
2823-9634

北區
親子讀經班

每週三 19:00-20:30（至 01/02 止）

16

清江分館
2896-0315

親子讀經秋季班★

每週三 19:20-20:50（至 01/09 止）

★須事先報名，請洽辦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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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山民眾閱覽室
2892-1475

六、兒童․中英文說故事時間
區別

活動名稱

日期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總館 B2 多功能活動室
2755-2823#2130

林老師說故事

每週六 14:30-16:00

QBABY 雙語故事時間

單週 週五 10:00-10:30
總館 B2 多功能活動室
2755-2823#2140

小小世界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每週日 10:00-11:30

Bookstart 嬰幼兒故事時間

第 2、4 週 週六
第 1 場 10:00-10:30
第 2 場 11:00-11:30

美國資料中心
「繪本王•孩子王」活動★

01/13（日）10:30-11:30

總館

每週六 14:30-16:00（啟明分館除外）

總館 B2 階梯教室
2755-2823#2140

總館 11 樓樂齡中心
2707-1008

各分館及龍華民眾閱覽室
2755-2823#2130

林老師說故事

熊寶貝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東區

每週六 14:30-16:00（第 2 週停辦）

中崙分館 8773-6858

第 2、4 個週六 10:30-12:00

中崙分館 8773-6858

第 1、3 週 週六 10:00-11:30

永春分館 2760-9730

每週日 14:30-16:00

松山分館 2753-1875

最後 1 週

舊莊分館 2783-7212

週日 10:00-11:30

FUN 輕鬆！週日英語故事時間 第 4 週 週日 10:30-12:00

民生分館 2713-8083

歡喜閱讀 ABC 兒童英語樂園

三民分館 2760-0408

雙週 週日 10:30-12:00

LaLa Story time 兒童英語說故
第 3 週 週日 10:30-12:00
事時間

龍華民眾閱覽室 2785-1740

林老師說故事！大手牽小手，一
第 3 週 週六 10:30-11:10
起動一動

親子美育數位圖書館 2651-8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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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館
2755-2823#2130

每週六 14:30-16:00

第 1、3 週 週六 14:30-16:00

中山分館 2502-6442

第 2、4 週 週六 14:30-16:00

龍山分館 2331-1497

林老師說故事

每週六 10:00-11:30

南機場借還書工作站 2303-2436

第 1 週 週六 10:00-11:30

萬華分館 2339-1056

第 3 週 週日 10:00-12:00

延平分館 2552-8534

第 2、4 週 週六 14:30-16:00
（與林老師說故事活動合併辦理）

西園分館 2306-9046

第 2、4 週 週六 14:30-16:00

中山分館 2502-6442

第 2、4 週 週日 10:30-12:00

大直分館 2533-6535

Happy Story time 兒童英語故
第 2、4 週 週日 10:00-11:30
事時間

大同分館 2594-3236

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西區

ABC 故事時間
農曆新年特別活動

01/26（六）10:00-11:30
長安分館 2562-5540

ABC 故事時間

第 2、4 週 週六 10:00-11:30

ZOO PARTY 英語故事時間

第 1 週 週日 10:30-12:00

東園分館 2307-0460

Say Hello 英語故事時間

第 1 週 週日 14:30-16:00

建成分館 2558-2320
各分館
2755-2823#2130

每週六 14:30-16:00
林老師說故事
第 1、2、3 週

南區

週六 14:30-16:00

文山分館 2931-5339

第 2 週 週六 10:00-11:30

景新分館 2933-1244

第 2、4 週 週六 10:00-11:30

城中分館 2393-8274

第 1、3 週 週六 14:30-16:00

永建分館 2236-7448

Sunny 的故事花園－讀童書．說
第 2、4 週 週六 10:30-12:00
英語

萬興分館 2234-5501

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中英語雙語說故事時間

19

啄木鳥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每週六 10:30-12:00

夏綠蒂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第 3 週 週日 10:30-12:00

景美分館 2932-8457

毛毛蟲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第 4 週 週日 14:30-16:00

木柵分館 2939-7520

小茶壺英語故事時間

最後 1 週

文山分館 2931-5339

Story Time 英語故事時間

第 2、4 週 週日 10:30-12:00

王貫英先生紀念圖書館 2367-8734

週六 14:30-16:00

力行分館 8661-2196

Reading Rainbow 兒童英語故事
第 1、3 個週日 10:00-11:30
時間

道藩分館 2733-4031

Rainbow’s End 彩虹樂園英語
第 2、4 週 週日 10:30-12:00
故事時間

大安分館 2732-5422

Bookstart 嬰幼兒故事時間

景新分館 2933-1244

第 1 週 週六 10:30-11:00
每週六 14:30-16:00
（士林分館、稻香分館因館舍重建暫停辦理）

各分館及秀山民眾閱覽室
2755-2823#2130
石牌分館 2823-9634

林老師說故事

第 2、4 週 週六 14:30-16:00
吉利分館 2820-1633
每週六 10:00-11:30

班比英語故事時間

北區

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2883-3453

第 2、4 週 週日 14:30-16:00

西湖分館 2797-3183

第 2、4 週 週日 14:30-16:00

北投分館 2897-7682

第 4 週 週日 14:30-16:00

天母分館 2873-6203

第 1 週 週日 10:30-12:00

石牌分館 2823-9634

每月第 2 個週日 10:00-11:30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2883-3453

瑞比特英語故事樂園

第 3 週 週日 14:30-16:00

小葫蘆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第 1、3 週 週日 10:00-11:30

葫蘆堵分館 2812-6513

白鷺鷥英語故事時間

第 2、4 週 週日 14:30-16:00

內湖分館 2791-8772

夢奇地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每週日 10:30-11:30

東湖分館 2632-3378
20

吉利分館 2820-1633

Bookstart 嬰幼兒故事時間

最後 1 週 週六
10:00-10:30、11:0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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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人․青少年研習班
區別

班別

時間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每月第 2、4 個 週四 13:30-15:30
（至 04/14 止）

總館 9 樓電腦教室
2755-2823#2900

新移民課程

印尼朋友來學習－英文初階班 每月第 2、4 個 週四 13:30-15:30
★
（至 04/14 止）

總館 10 樓會議室
2755-2823#2900

新移民課程

印尼朋友來學習－電腦班★

備註

總館
字正腔圓唸繪本的美語正音班 每 月 單 週 週 二 10:00-12:00 （ 至 總館 B2 多功能活動室
★
06/18 止）
2755-2823#2140

樂齡讀書會帶領人－入門與演 每週五 14:00-17:00
（至 01/25 止）
練工作坊★＊

成人書法班

總館 11 樓研習教室
2755-2823#2301

每週一 09:00-12:00（至 12/30 止）
永春分館
2760-9730

臺灣語初級研習班

每週三 14:00-16:00
（至 01/02 止）

己亥年富貴豬春聯揮毫大會

01/26（六）09:00-12:00

東區

三民分館
2760-0408

西區

漁樵詩詞吟唱班

每週二 18:50-20:50（至 12/31 止）

師法自然－山水畫研習班

每月第 2、4 個 週四 09:30-11:30
（至 06/27 止）

延平分館
2552-8534

環保飲料袋 DIY＊★

01/14（一）14:00-17:00

大同分館
2594-3236

詩樂映漢聲－懷古詩研習班

每週四 09:00-11:00（至 03/28 止）

東園分館
2307-0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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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課程

駐館律師諮詢

第 2、4 個週四 14:00-17:00

電子書利用及微影片製作快速
01/23（三）13:30-16:30
上手★

木柵分館
2939-7520

大安分館
2732-5422

輕鬆歡喜學臺語－臺語基礎課 每週五 18:35-20:50
程
（至 01/04 止）

唱自己寫的歌

每月最後一個週六 14:00-17:00
（至 12/28 止）

新春摺紙樂＊★

01/04（五）09:00-12:00

南區

景新分館
2933-1244

北區

新春摺紙樂＊★

01/11（五）09:00-12:00

新春摺紙樂＊★

01/20（日）09:00-12:00

新春摺紙樂＊★

01/25（五）09:00-12:00

超人氣日語班

甲班：每週一 09:30-11:30
乙班：每週一 13:00-14:50
丙班：每週一 15:00-16:50
（至 12/30 止）

★須事先報名，請洽辦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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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母分館
2873-6203

八、成人․青少年讀書會
區別

總館

東區

班別

時間

喜閱讀書會

第 2、4 個週二 10:00-12:00

布瓜兒童閱讀帶領人讀書會★

上午場：第 1 個週二 09:00-12:00
下午場：第 1 個週二 14:00-17:00
（寒暑假暫停）

COSMOS 日文讀書會

每週第 2、4 週週四 9:30-11:30

美國資料中心
美國文學讀書會

01/20（日）14:00-16:00
主題：Rip Van Winkle by Washington Irving

經典小說讀書會（週二）

第 2、4 個週二 10:00-12:00

經典小說讀書會（週四）

第 2、4 個週四 10:00-12:00

英文童謠－繪本大聲唸互學會

第 1、3 個週二 10:00-12:00

松香讀書會

每月第 2 個週二 14:00-15:30
（至 06/11 止）

每月一書讀書會

每月 1、3 個週五 09:30-12:00
（至 01/25 止）

社群讀書會

每月 3、4 個週四 14:00-16:30
（至 12/26 止）

新韻婦女成長讀書會

每月第 2 個週一 14:30-17:00
（至 12/09 止）

漫畫家創意讀書會

第 2 個週六 14:30-17:30
（至 12/14 止）

明盲讀書會

第 2、4 個週六 09:30-11:30
（至 12/28 止）

愛麗絲英文讀書會

每週二 09:30-12:00（至 12/31 止）

喜悅讀書會

第 2 個週六 09:00-11:00（至 12/14 止）

閩南語讀書會

第 4 個週六 09:00-12:00（至 12/28 止）

心靈捕手讀書會

每週二 09:00-11:00
（至 01/15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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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總館 11 樓研習教室
2755-2823#2112

總館 11 樓研習教室
2707-1008

總館 B2 多功能活動室
2755-2823#2140

松山分館
2753-1875

中崙分館
8773-6858

啟明分館
2514-8443

永春分館
2760-9730

六合分館
2729-2485

西區

南區

彩虹讀書會

每週一 13:30-17:00
（至 01/14 止）

Happy 讀書會

每週二 09:30-11:30
（至 01/15 止）

日語同好讀書會

每隔週二 13:30-16:30
（至 108/10/31 止）

單人舞讀書會

每週五 10:00-12:00
（至 01/11 止）

NT Times 英文讀報會

第 1、2 個週六 19:10-20:40
（至 108/03/13）

龍華讀書會

每週五 09:30-11:30
（至 02/01 止）

新概念英語讀書會

第 2、4 個週三 09:30-11:30
（至 108/02/27 止）

建成分館
2558-2320

成人讀書會

每週三 19:00-21:00（至 12/25 止）

大同分館
2594-3236

古文觀止讀書會

每週三 18:30-21:00（至 109/01/15 止）

大直分館
2533-6535

大師讀書會

第 2 個週四 09:30-12:00（至 12/12 止）

太極拳讀書會

第 1、3 個週三 19:00-20:30（至 12/18 止）

欣園媽媽讀書會

第 2 個週五 09:00-12:00（至 11/08 止）

每月一書讀書會

第 2、4 個週四 19:00-21:00（至 12/26 止）

永心讀書會

第 1 個星期日 09:00-12:00
（至 12/01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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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興分館
8732-1063

龍華民眾閱覽室
2785-1740

長安分館
2562-5540

東園分館
2307-0460

王貫英先生紀念圖書館
2367-8734

旅遊規劃讀書會

每週六 18:30-20:30
（至 01/05 止）

藍丹讀書會

第 3 個星期三 19:00-21:00
（至 12/18 止）

永建分館
2236-7448

英文讀書會

每週五 09:30-11:30
（寒暑假暫停）

木柵分館
2939-7520

英文讀書會

每週一 09:30-11:30

力行分館
8661-2196

輕鬆學英語讀書會＊

每週二 09:30-11:30
（至 02/26 止）
景新分館
2933-1244

共好讀書會

第 2 個週三 14:00-17:00（至 12/11 止）

快樂讀書會

每週三 10:00-12:00（至 12/25 止）

每月一書讀書會

每週五 09:30-11:30（至 12/27 止）

祥祥英語讀書會

每週五 19:00-21:00（至 12/27 止）

道藩英語讀書會

第 2、4 個週三 19:00-21:00（至 12/25 止）

愛閱親職讀書會

每週四 09:00-11:00（至 12/26 止）

成人讀書會★

每週三 09:30-11:30

城中分館
2393-8274

道藩分館
2733-4031

北投分館
2897-7682
北區

楓香讀書會

每月 2、4 個週四 10:30-12:00
（至 12/27 止）

英文讀書會

上午班：每週五 09:30-11:30
下午班：每週五 13:30-15:30
（至 12/27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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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母分館
2873-6203

日文讀書會

每週三 09:40-11:40（至 12/26 止）

視勢吉利讀書會

每週一 14:00-15:30（至 12/30 止）

中國經典讀書會

每週二 19:30-21:00（至 12/31 止）

圓緣婦女讀書會

每月第 3 個週五 14:00-16:00（至 12/20 止）

終身學習讀書會

每月第 4 個週三 19:00-21:00（至 12/25 止）

2018 每月一書讀書會

每週三 09:30-12:00
（至 01/02 日止）

＊樂齡學習中心課程，參與者須先辦理樂齡學員證。
★須事先報名，請洽辦理單位。
◎本表刊登內容如有異動，以辦理單位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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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分館
2820-1633

內湖分館
2791-8772

東湖分館
2632-33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