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3 梯次「好書大家讀」
優良少年兒童讀物評選結果揭曉
由臺北市立圖書館、新北市立圖書
館、國語日報社主辦，幼獅少年、中華民
國兒童文學學會協辦之 2017 下年度（第
73 梯次）「好書大家讀」優良少年兒童
讀物評選活動結果揭曉，共計選出單冊圖
書 201 冊、套書 3 套 8 冊。
本梯次評選的書籍為 106 年 7 月至
12 月出版之少年、兒童及幼兒圖書，計
有 126 個出版單位參加，單冊圖書 864
冊、套書 9 套 35 冊圖書參加評選。主辦
單位依參選圖書內容分為「文學讀物 A
組」、「文學讀物 B 組」、「知識性讀
物組」及「圖畫書及幼兒讀物組」，由
20 位 學 者
專家分別組成評選團進行評選。
文學讀物 A 組為小說及散文類別之文
學讀物，本次入選書中，張國立的作品《海
龍 • 改改》，為張國立先生的第 1 本少年
小說，曾獲優良電影劇本獎項，書中採用
文學語言敘事方式來書寫電影劇本故事，
讓閱讀者彷若身歷其境參與書中的青春冒
險過程，加上故事本身情節的鋪陳，塑造
出另一種奇幻神秘的風味；本書雖採用雙
色印刷的方式，但因美編於繪製插圖部分
的用心，大幅增加了書本閱讀的可讀性，
非常值得推薦。
文學讀物 B 組為小說及散文以外的其
他文學作品，本梯次參選圖書中有不錯的面
向值得鼓勵，例如《日之東 • 月之西》的
編輯方式讓讀者有觸覺式的互動，提供不一
樣的體驗；而《好好照顧我的花》為知名作
者的長銷書，與國外藝術家合作的紙雕設
計，讓出版社不是只單純商業考量，也呈現
出富有意義的出版方向及高度。

要能引發讀者興趣及思考；例如《寶貝的第一
個 Q&A：認識病菌大發現》、《水：乾渴世界
的希望》及《你不知道我們有多聰明：動物思
考的時候，人類能學到什麼？》，都能提供不
同年齡層孩子針對單一知識的深入介紹，並延
伸學習。相較於廣泛性的百科或編著類圖書，
此類專書的出現更值得肯定。
在圖畫書及幼兒讀物組入選書中，關於市
場的書永遠都很迷人，小孩子和市場的距離變
得很近。有知識性的介紹最大魚貨供應市場的
書如《築地市場》，與魚市場相關的書如《我
家的冰箱在海邊》、《會飛的禮物》和《捉鎖管》等，亦有本土市場的
書如《夜市》、《菜市》，皆以小品、個人獨特的方式表現出對市場的
情感，相當精采。
想知道詳細書單資訊，歡迎登入本館首頁（http://www.tpml.edu.
tw）> 推薦服務 > 好書通報 > 得獎好書 > 好書大家讀查詢。

本館 APP「iRead 臺北市立圖書館」
優化改版，歡迎多加利用！
為提供讀者更便利的使用
環境，本館 APP「iRead 臺北
市立圖書館」持續改版更新。
透過本館 APP 除可進行館
藏查詢、續借、預約、延長預
約書取書期限 2 日、產生行動
借閱證等功能外，此次更優化
整體操作介面，畫面更加美觀，
9 大功能一目瞭然，並新增帳
號管理功能，方便讀者切換多
組帳號，管理圖書借閱，同時
增進資訊安全，讀者登入時以
SSL 進行加密，更去除不需要
的冗長程序，調整程式架構、
增進運行效能，讀者搜尋更簡
易、閱讀更便利。
讀 者 可 分 別 至 Google
play、App Store 及 掃 描 下
方 QRcode 連 結， 下 載 或 更
新「iRead 臺北市立圖書館」
APP，讓您只要一機在手，利
用圖書館更輕鬆。

在知識性讀物組中，本梯次入選之圖
書，其共通特色為「能引發思考」。一本好
的知識性讀物，不僅是呈現作者的思想，更

( 下載 Android 版 APP)

( 下載 IOS 版 APP)

4 月休館資訊
（更多藝文活動資訊請參考）

（掃碼閱讀線上版本）

（與本館 Line@ 加入好友）

4 月 4 日（週三）兒童節休館、4 月 5 日（週四）清明節休館

《蚵仔煎的身世：台灣食物名小考》
作者：曹銘宗
繪者：林哲緯
適讀年齡：國中
出版社：貓頭鷹
索書號：538.7833 5583

《天堂小孩》

蚵仔煎明明就是煎蚵仔，白菜滷明明就

作者：幸佳慧
繪者：林家棟
出版社：玉山社
適讀年齡：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索書號：J859.6 4025
從 1995 的夏秋開始，1996 春夏、1997 春天，篇幅不長、搭配
著仿若大地的褐色、似是陽光的黃，是也道盡了家的模樣。

是滷白菜，為什麼這些食物都是倒裝句？原
來兩字的材料名詞加上一字的烹飪動詞，這
是臺語裡頭獨特的特色詞序。但如果材料只
有一個字，就不會有這樣的用法，例如滷蛋、
焢肉，這些在日常不過的東西，原來都有其典故。
世界各地的遊客來到臺灣，通常都會有自己的理由，但是我相信
大部分的遊客肯定有一個共通的原因，就是臺灣的特色美食，匯集了

作者幸佳慧富含童心，敘寫中不忘帶著最貼近孩童的動物們為

世界各國的精華，經過四百年來長時間的烹煮，變成至今的一道道美

伴、也不忘描寫橋下自然親和的生態，以謙卑的小草、慷慨的大河和

味，但很多食物已經很難從名字來探究出所以然，川味牛肉麵其實跟

春夏秋冬不同的景色來做為柔軟的貫穿；再用她富含率真且感同身受

四川一點關係也沒有，黑輪講的也不是黑黑的輪子，要從這些名字來

的筆鋒去檢視這段淌著淚水的族人記憶，是謂剛柔並濟的鋪排，大小

考究出典故，不具備豐富的學識以及好奇心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讀者能夠從這本書當中看見不同的層次。

所以作者在這本書投入的苦心可想而知。

作者用了一個兒童文學作家應有的宏觀視角，讓孩子們得以理

書中除了將各種食物及食材的名字由來鉅細靡遺地描述出來，有

解─就算帶著傷心，也不畏懼霸權突襲的三鶯部落。我們雖然都知道

些還會稍稍介紹一下典故，文字中也會描述這道食物的味道或口感，

發生在河岸邊的故事，卻不了解河岸邊的真實，更不知道那裡原來還

在閱讀這本書的同時，我還真的有一股衝動想要馬上去品嚐看看，這

住著「天堂小孩」。作者在描述冬天裡大人小孩圍在一起「烤火」的

本書真的值得推薦給大家。

畫面深植人心：「會呼吸的火能帶我們回到過去；炭火生的煙，是家

（生態教育工作者施信鋒老師推薦）

鄉和祖先的味道，也是思念的味道。」思念化為氣味，炭火生的煙是
嗆鼻、濃烈，卻也象徵了飄冉自在卻又深刻堅韌的族性凜然。
抵達都市蓋房子、起板模的阿美族族民，用了青春歲月在為別人
搭建家園，卻換得流離失所的諷刺、以及堅守家園的極盡波折，三鶯
部落前歷經風霜，但始終不變、最彌足珍貴的是：那裡永遠是孩子們
的快樂天堂、更是「家」最確切的模樣。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杜明城老師推薦）

◆作者介紹
吳晟（口述、詩文創作）
本名吳勝雄，臺灣彰化人，1944 年生，屏東農業專科學校畜牧科
畢業；任教彰化溪洲國中生物科以迄退休，現專事耕讀。

《種樹的詩人》
作者：吳晟
出版社：果力文化
索書號：848.6 2660
◆書目介紹
「樹可以沒有人類，但人類卻不能離樹而活。」
吳晟不僅是一位詩人，還是一位愛樹的詩人。他的生命從童年開
始就與樹緊緊相繫，於 2000 年退休之後，更與妻子在故鄉親手闢植一
片樹園，在他們的悉心照料下，如今樹園已蓊鬱成林。
「我真的希望每個人種樹，種下屬於自己的一棵樹，更進一步，
種下屬於自己的一片樹園。」

曾以詩人身分應邀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Iowa
Writers' Workshop）為訪問作家；出版有詩集《飄搖裏》、《吾鄉印象》、
《向孩子說》、《吳晟詩選》、《他還年輕》以及散文集《農婦》、《店
仔頭》、《吳晟散文選》、《守護母親之河》等多種。

鄒欣寧（採訪、撰寫）
在臺北求學、工作十餘年的桃園人，當過劇團經理、雜誌採編、劇
場編劇，現為自由文字工作者，閒時看書、看樹、看舞，最近對園藝、
烹飪、探戈、薩滿有高度興趣。
願把生命中的文字書寫都獻給 Pachamama（大地媽媽）。

唐炘炘（資料彙整）
輔大法文系畢，副修英文。曾任漢聲出版社、遠足文化、環境資訊
協會編輯，並於大地地理、秋雨文化、小天下等出版社特約撰文。
於社區大學開設生態課程，關注自然生態、社會人文主題。

為了子孫後代以及環境的永續發展，詩人除了種樹，也培育了許
多樹苗送到這個島嶼上的各個角落，更將美麗的樹園免費開放給民眾 ◆每月一書系列講座
參訪。
主講人：吳晟 先生（本書作者）
透過本書，吳晟將他對樹的愛化作詩文，並開設「種樹的十堂課」， 講座時間：4 月 28 日（六）14:30
以精美插畫解釋正確種樹觀念和步驟，邀請您一起種下生命中的第一 講座地點：總館 10 樓會議廳（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 2 段 125 號）
棵樹。
（不須報名，如滿座、演講開始 30 分鐘後，恕不開放入場，敬請提早
本書是吳晟的呼喚，走進吳晟的樹園，他將教你如何種下生命中 入座）
的第一棵樹，並跟著他的腳步，一起出發去探訪，守護我們身邊、路旁、
◎活動提供「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及「臺北市終身學習護照」時數認證
社區與公園的樹！並和讀者們預約一片樹蔭，一座未來森林。

愛書亞市圖大歷險－松山分館
本館的吉祥物—愛書亞，為了認
識自己的責任區，開始規劃到處歷
險、周遊列館的行程。
離開了景美夜市、景美國小旁的
景新分館後，愛書亞來到了位於松山
車站、饒河街觀光夜市旁的松山分
館。
松山舊名錫口，為臺北市基隆河
沿岸發展甚早的地區，自然資源豐
富、人文史蹟密集。位置緊鄰松山區公所，坐落於松山車站 建而成，是本館最早成立的 4 所館舍之一。
同時松山分館於民國 41 年至 43 年間曾為臨時性的總館，

及捷運松山站旁，北有饒河街觀光夜市、慈祐宮及彩虹橋，

南有五分埔商圈，區內觀光旅遊及商業發達，交通便捷，除 民國 73 年與自來水事業處東區分處合建新館後喬遷至現址迄
今。同時，松山分館更於民國 101 年完成空間改造工程，提

服務社區民眾外，通勤族的讀者為數頗眾。

離開電梯，進入 5 樓大廳，便可看到創辦人陳復禮先生 供 480 坪的空間以及優質、舒適之閱覽環境予社區民眾。
銅像。松山分館成立於民國 19 年 7 月，是一所擁有悠久歷

松山分館館藏資源豐富，藏書已超過 10 萬冊，並以「攝

史的圖書館，松山圖書館前身為當地仕紳陳復禮先生捐資興 影」為館藏特色，在近 3 千冊的中、外文攝影相關書籍中，
吸引許多攝影同好來此查找資料。
愛書亞發現，攝影及錫口地區的自然人文一直都是松山
分館年度閱讀推廣的重點，每年 9 月前後所舉辦的攝影比賽，
更是松山分館最受歡迎的活動之一，讓讀者經由閱讀及圖書
館活動的參與過程，重新認識圖書館及自己生活的地域。

松山分館
◆開放時間：週日及週一 9:00-17:00；週二至週六 8:30-21:00
（經政府公告之放假日為休館日；每月第一個星期
四為圖書整理清潔日不對外開放）
◆地

址：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 4 段 688 號 5-8 樓

◆電

話：2753-1875

好讀電子書推薦－選品，找到你的品味
《Shopping Design》電子雜誌
作者：Shopping Design 設計採買誌編輯部編輯
中文名稱：設計採買誌
出版社：巨思文化
索書號：964.05

掃碼立即讀－ Shopping
Design 設計採買誌

讀更多 Ebook Taipei 臺
北好讀電子書

清明連假，不妨逛逛選品店吧！
如果百貨公司與超市是一本型錄，選品店就是獨具個性的書。在店裡販售的商
品，都是店主人的精挑細選，為客人綜整不同品牌，主題性呈現。
踏進喜歡的選品店，得到的不只是購物體驗，還有種難以描述的認同。
試想，當您在店裡發現主人推薦的商品也是自身愛用品時，會有多麼驚喜！
本期的《Shopping Design 設計採買誌》帶您探索選品店，除了看看達人們都
在店裡逛什麼，也介紹了世界各地的店家，在小小的店面裡，看見一座城市文化的
微型。

一、講 座
分
區

活動項目

日期

舉辦地點
洽詢電話

主講人、講 題

講
中華科技史學 04/14（六） 總館 11 樓研習教室
會
14:00-16:00 2755-2823#2116 主
電影賞析講座

04/15（日）
13:30-16:30

古典音樂欣賞 04/07（六）
講座
09:30-11:30
04/14（六）
14:00-16:00

總
館
留學中心講座

多元文化講座
★
TSO 人文講座
每月一書講座

2018 用 心 看
電影

東
區

04/21（六）
14:00-18:00
04/28（六）
14:00-16:00
04/14（六）
14:00-17:00
04/08（日）
15:00-16:30
04/28（六）
14:30-16:30
04/14（六）
09:00-12:00
04/14（六）
14:00-17:00
04/21（六）
09:00-12:00
04/28（六）
09:00-12:00

2018 市 民 生 04/29（日）
14:00-16:00
活講座★
04/15（日）
10:00-11:30
04/15（日）
14:00-15:30

Bookstart 閱 讀
起步走★
04/28（六）
10:00-11:30
04/29（日）
14:00-15:30

中崙分館
8773-6858
舊莊分館
2783-7212

永春分館
2760-9730

04/14（六）
14:00-15:30

萬華分館
2339-1056

04/14（六）
10:00-12:00

延平分館
2552-8534

04/15（日）
14:00-15:30

建成分館
2558-2320

04/22（日）
10:00-11:30

長安分館
2562-5540

西 Bookstart 閱 讀
區 起步走★
04/22（日）
10:00-11:30
04/22（日）
14:00-15:30
04/28（六）
10:00-11:30
04/28（六）
14:00-15:30

中山分館
2502-6442

大同分館
2594-3236

04/22（日）
14:00-16:00

王貫英先生
紀念圖書館
2367-8734

04/14（六）
09:00-12:00

永建分館
2236-7448

2018 市 民 生
活講座★

南
區

師：張 玉 燕（ 長 庚 大 學 通 識 中
心）
題：《南方草木狀》筆記：淺談
古代植物書寫
講 師：黃 英 雄（ 臺 灣 編 劇 藝 術 協
總館 10 樓會議廳
會）
2755-2823#2801
主 題：驚魂契約（輔 12）
講 師：黃 志伸（古典音樂雜誌專欄
總館 10 樓會議廳
作家）
2755-2823#2801
主 題：灰姑娘
講 師：金 郁 夫（DAAD 德 國 學 術 交
總館 10 樓會議廳
流資訊中心）
2707-1008
主 題：留 學德國放眼歐洲－德國學
制與獎學金介紹
講 師：姚 羽亭（燦爛時光東南亞主
題書店）
總館 11 樓研習教室
張 馨云（群眾服務協會庇護
2707-1008
中心）
主 題：菲 律賓馬尼拉交換經驗分享
講座
總館 9 樓多功能教室 講 師：傅鏡平（學術交流基金會）
主 題：美國留學資源與獎學金
2707-1008
總館 9 樓多功能教室 講 師：943（旅遊作家）
主 題：帶你超值玩遍馬來西亞
2707-1008
總館 11 樓研習教室 講 師：林衡哲（作家）
2755-2823#2117 主 題：馬勒與歷史
總館 10 樓會議廳 講 師：吳晟（本書作者）
2755-2823#2112 主 題：種樹的詩人
講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主 題：無人出席的告別式（普）
講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主 題：顧問先生有問題（護）
啟明分館
2514-8443
講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主 題：露西（輔 12）
講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主 題：大吉嶺特快車（護）
講
主

師：劉宗銘（童畫藝術家）
題：從生活中找尋漫畫的趣味

講
主

師：Bookstart 團隊
題：培養小小愛書人（18-36個月）

講
主

師：Bookstart 團隊
題：開 啟寶寶閱讀之門（6-18 個
月）

講
主

師：Bookstart 團隊
題：培養小小愛書人（18-36個月）

講
主

師：Bookstart 團隊
題：開 啟寶寶閱讀之門（6-18 個
月）
師：Bookstart 團隊
題：開 啟寶寶閱讀之門（6-18 個
月）

講
主

04/15（日）
13:00-16:00

北投分館
2897-7682

04/22（日）
14:00-16:00

葫蘆堵分館
2812-6513

04/22（日）
14:00-16:00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2883-3453

2018 市 民 生
活講座★

談學社－蘇醫
04/21（六）
生主辦的閱讀
10:00-12:00
講座

北
趣認識古典樂 04/08（日）
區 系列講座★
14:00-16:00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2883-3453

講
主

師：鄧士瑋（食貨誌網站）
題：料理的前世今生：發掘日常
飲食的背後故事

講
主

師：楊燁（虹燁工作室）
題：老北投的紙上散步

講
主

師：李偉文（荒野保護協會）
題：旅遊 ing：李偉文的生態旅遊
故事

講
主

師：梁 群健（臺大農場附設試驗
農場）
題：療癒系多肉植物好好種

講
主

師：洪惠風（新光醫院心臟科）
題：拿我的心聽懂你的心

講
主

師：高浩涵（金革國際唱片）
題：電影裡的爵士風雲

講
主

師：王 麗玲（瑪雅人文創意教育
中心）
題：築夢新移民新力量

北投分館築夢 04/29（日）
講座★
14:00-16:00

北投分館
2897-7682

04/21（六）
Bookstart 閱 讀 10:00-12:00
起步走★
04/21（六）
14:00-15:30

西湖分館
2797-3183

講
主

師：Bookstart 團隊
題：繪本介紹講座（3-5 歲）

稻香分館
2894-0662

講
主

師：Bookstart 團隊
題：培養小小愛書人（18-36個月）

講
主

師：周韋詩（臺灣首府大學）
題：長期照護面面觀

講
主

師：吳秀娥（律師）
題：樂齡族生活法律

講
主

師：吳秀娥（律師）
題：樂齡族生活法律

04/13（五）
14:00-16:00
107 年 樂 齡 好 04/20（五）
生活春季講座 14:00-16:00

葫蘆堵分館
2812-6513

04/27（五）
14:00-16:00

二、展

覽

分
區

活動項目

展期
04/01-04/22

總
館

「閱讀 ․ 創造理財地圖」熱門主題書展

04/01-04/30

總館 1 樓書展區
2755-2823#2301

中文輕鬆學書展

04/01-04/30

總館 9 樓書展區
2755-2823#2900

中華藝文交流協會「金犬迎福」會員聯展

04/01-04/14

民生社區發展協會國畫、花藝設計聯展

04/16-04/30

東
區

「筆耕的時代」人物傳記館藏特色主題書展

04/01-04/30
04/01-04/30

i-share 館員推薦好書主題展

04/01-12/31

講
主

師：Bookstart 團隊
題：開 啟寶寶閱讀之門（6-18 個
月）

「健康好生活」主題書展

04/01-04/30

講
主

師：Bookstart 團隊
題：培養小小愛書人（18-36個月）
師：Bookstart 團隊
題：開 啟寶寶閱讀之門（6-18 個
月）

講
主

師：Bookstart 團隊
題：培養小小愛書人（18-36個月）

講
主

師：Bookstart 團隊
題：開 啟寶寶閱讀之門（6-18 個
月）

總館、分館及民眾閱覽室

「臺北 20」臺北文學季書展

「神奇樹屋」主題書展

講
主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2755-2823#2112
全
館 「2017 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暨第 73 梯次好
總館、分館及民眾閱覽室
04/23-06/30
書大家讀」得獎書展
2755-2823#2112

師：Bookstart 團隊
題：繪本介紹講座（3-5 歲）

西 「善用 3C․ 生活更便利」主題書展
區 青青子衿 ․ 小文青書展－文學與藝術篇
「樂活運動力」主題書展

04/01-05/31
04/01-04/30
04/01-06/30

「我希望我弟弟是一隻狗」兒童溫馨療癒系列
04/01-04/30
主題書展

三民分館
2760-0408
永春分館
2760-9730
龍華民眾閱覽室
2785-1740
福德智慧圖書館
（永春分館 2760-9730）
大同分館
2594-3236
大安分館
2732-5422

南
區 「Brand New!」新鮮人閱讀書單

04/01-06/15

城中分館
2393-8274

「北歐旅遊」館藏特色主題書展

04/01-06/30

王貫英先生紀念圖書館
2367-8734

講
主

師：Bookstart 團隊
題：培養小小愛書人（18-36個月）

講
主

師：嚴銀英（社區大學講師）
題：感 受葡萄牙－從里斯本的故
事到藍色波多，走讀葡萄牙
世界遺產

「好書交享樂 ․ 書好樂分享」館員推薦書展

04/01-12/31

食療保健特展

04/01-06/30

葫蘆堵分館
2812-6513

師：錢世傑（法務部調查局）
題：高 普考法學緒論實戰攻略暨
法律記憶法

英國推理小說女王書展

04/01-04/30

天母分館
2873-6203

04/01-04/30

石牌分館
2823-9634

「神融筆暢旺年心」旺年書會師生作品展

04/01-04/20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2883-3453

「牆面設計配色一把罩！」館藏特色主題書展

04/01-04/30

東湖分館
2632-3378

「凝固的音樂－建築」主題書展

04/01-04/30

永明民眾閱覽室
2823-4141

翻轉驚奇美一頁－立體書書展

04/01-12/31

秀山民眾閱覽室
2892-1475

講
主

永建分館
2236-7448

講
主

師：Bookstart 團隊
題：培養小小愛書人（18-36個月）

04/21（六）
14:00-15:30

大安分館
2732-5422

講
主

師：Bookstart 團隊
題：培養小小愛書人（18-36個月）

04/22（日）
Bookstart 閱 14:00-15:30
讀起步走★

城中分館
2393-8274

講
主

師：Bookstart 團隊
題：培養小小愛書人（18-36個月）

04/29（日）
14:00-15:30

西湖分館
2797-3183

講
主

04/21（六）
10:00-11:30

04/29（日）
10:00-11:30

04/14（六）
14:00-16:00

講
主

師：Bookstart 團隊
題：開 啟寶寶閱讀之門（6-18 個
月）

講
主

師：Bookstart 團隊
題：培養小小愛書人（18-36個月）

景美分館
2932-8457

「綠手指的寶藏－室內園藝」館藏特色主題書
04/01-04/30
展

北 「舞臺的光與彩」館藏特色主題書展
區

稻香分館
2894-0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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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念我自己
(Still Alice)
導演：理查葛拉薩 (Richard Glatzer）
瓦希魏斯特 (Wash West)
級別：普遍級
索書號：987.83 4454

女主角愛麗絲 Alice 在哥倫比亞大學教語言學，野心勃勃、事
業有成，自嘲什麼都想要；她的著作是語言學必備教科書，她善於
演說、受學生歡迎；她的婚姻美滿，3 個孩子都已獨立，才 50 歲的
她還有很多可能，她理應也會有健康、充實的老後生活，然而，早
發性阿茲海默症 (Early Onset Dementia) 卻逼她停下腳步，不得不
改變人生計畫。
愛麗絲發病後漸漸失去方向感，在熟悉的校園迷路，身為語言
學教授的她也開始認不出字，想不起別人剛剛才告訴她的事。電影
裡愛麗絲的醫師提到，高學歷阿茲海默病人退化的速度會更快，此
點現實中也有國外研究證實。一想到畢生累積的知識將隨著病況惡
化消逝，愛麗絲強忍心中慌亂，努力維持表面正常，試圖表現得像
以前的自己。
只是愛麗絲又能做些什麼呢？她說：「我沒有在受苦，而是在
努力，努力參與許多事情，和以前的我保持接軌。」她在失智症協
會所做的演講時一邊用螢光筆畫著演講稿上一行接著一行的文字，
一邊誦讀著這些文字。而在這裡，大多數聽著愛麗絲演講的人，恐
怕沒有誰比誰更好一點，他們都跟愛麗絲一樣，在這段演講結束後，
也許明天，也許幾個小時，也許走出那道門之後，他們全都會忘記，
忘記這段演講的內容，忘記為何當時起立鼓掌，甚至忘記曾經處在
那個空間之中這段演講的意義。但這段演講，最大的意義就在於當
下，當下感同身受的辛酸與無奈，就如同愛麗絲在演講中所提到「我
要求自己活在當下，而我現在也只能活在當下了。」她說她不是受
苦，而是在努力，努力參與身邊人們的生活，也努力活得像自己；
即使知道會今天的經歷終究會被忘記，還是不能放棄、還是要認真
活著。
英文片名 Still Alice 可以直譯成「仍是愛麗絲」，或許是想表
達，就算阿茲海默症病人個性改變、認不出你，變得像陌生人一樣，
他還是你該愛的人，他不過是生病了；就像愛麗絲丈夫對孩子說，

我們要記得以前的她一樣，曾愛過的她消失了，但我們確實愛過她。
不過我寧可相信，片名想說的是，生病的愛麗絲還是愛麗絲，她沒
有變成別人、她仍是愛麗絲，不要因為她不再聰明、不像以前一樣，
就奪去她的名字。
阿茲海默症患者看待自己的方式、他的身邊的人如何面對此疾
病，在這部片《我想念我自己》中也給觀眾其他思考點，像藉愛麗
絲之口說的，如果今天她得的是癌症，社會也許會更關心她，用與
同情阿茲海默症患者不同的方式同情她。但對患者而言，一旦承認
自己是阿茲海默症患者，就等於承認自己的智力將會退化，說自己
將會「失智」是多麼痛苦的挫折。
而這說法，何其殘忍。
阿茲海默症，它會讓你一點、一滴逐漸從記憶中失去所有的東
西，會無情地奪走我們生命中曾經擁有的美好風景，只在我們的腦
海中，狠狠地留下一片空白，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直到有那麼一
天，我們再也沒有力氣呼吸為止。
人的一切都是靠記憶所累積的，當一切都被剝奪後，可以想見
那是一件多麼殘酷的事情。我們無法擁有明天，但生命依然有著無
限的希望，因為我們手上能緊握著昨天或過去、美好或後悔的回憶，
所以我們依然期待著明天能夠為我們的生活帶來一些轉折與改變；
但當有那麼一天，我們再也無法擁有昨天，預測不了明天，那就像
是待在一間既沒有窗也沒有門的房間內，什麼事情也不能做的無助
病人。
也許有什麼事情發生了，但再一次清醒的時候，它被忘記了。
當你處在一個任何人都能夠輕鬆地回憶過去的世界裡，那阿茲海默
症就是個突兀的問號，就像愛麗絲一樣，從愛麗絲患上阿茲海默症
的那一刻開始，過去所有用歲月和努力換來的智慧與學歷，腦海中
的每個詞彙，以及由其編輯而成的書籍，全都成為了十分突兀的問
號，就連一手扶養長大的女兒，也不會是例外。
人一輩子都在累積記憶，如果有天當你發現你過去的累積就如
同流沙般，在你面前逐漸流逝了，不要說你過去工作的累積，即使
是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過去最私密的秘密，也都逐漸消失、不
見了，你無法抓住、甚至你抓不住，那麼人，會開始懷疑自己的存
在，可能不曾存在過？或是可能不曾擁有過。
過去講到阿茲海默症的電影，毫無疑問的，我會推薦由渡邊謙
主演《明日的記憶》這部電影。但不同於《明日的記憶》比較強調
家庭、患者夫妻間的相處，這部片更重視患者面對阿茲海默症時的
態度，傑出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善於演說並擁有傑出的記憶力，
利用主角的形象塑造，造成更大的反差效果，也讓人感到加倍的無
奈。
（館員沈宗霖推薦）
《我是布萊克》在參加影展時，並不曾被專家看好，但最後
在坎城影展「意外」獲得金棕櫚獎最佳影片時，掌聲也是此起彼
落。但隨著影片四處傳播，所有國際媒體也開始以正面的態度來
看待。 五十九歲的年齡，似乎也是迷惑於知識數位化與傳統之間

我是布萊克 I, Daniel Blake

的掙扎。以電腦而言，英國人學起來似乎更容易得多，畢竟上面
都是英文的說明與注釋，但布萊克卻也不曾從中討到便宜。要申

導演：肯 ‧ 洛區 (Ken Loach)
級別：普遍級
索書號：987.83 6044

請一張表格，必須自己在網站上下載列印，公務員是不會幫忙的。
其實也並非不能幫忙，但上司會制止，他們認為，公務員要
一視同仁地，面對所有的國人，年紀大而無法操作電腦的人，便
任其自生自滅。其實很多事情，確實就算公務員不幫忙，但當事

曾經拍攝「吹動大麥的風」的名導演肯 • 洛區席捲世界影壇， 人似乎到最後也都能完成，也許透過家人或朋友，但其中的煎熬
但被稱為「勞工電影」導演的肯 • 洛區，其實作品深入工人的層 實在令人感傷。
面有更精彩的表現。

( 影評人黃英雄老師推薦 )
本文摘自黃英雄電影部落格：http://blog.sina.com.tw/hero_movie/

一、影片 ․ 表演欣賞
分
區

活動項目

市圖電影院

總
館 親子電影院

放映時間

每週二 18:30
總館 B2
04/03 怪獸與牠們的產地（護）
演講廳
04/10 海軍忠犬馬克斯 2：白宮英雄（護）
2755-2823
04/17 一日戀人（普）
#2801
04/24 沖天火（輔 12）
每週日 10:00
04/01 功夫星貓 1-2（普）
04/08 功夫星貓 3-4（普）
04/15 功夫星貓 5-6（普）
04/22 功夫星貓 7-8（普）
04/29 功夫星貓 9-10（普）

04/14（六）09:30
相聲瓦舍－蔣先生你幹什麼（普）
表演藝術同樂會
04/21（六）09:30
豆子劇團－秒針跑跑停（普）
第 1、3 週 週日 14:00
中崙假日電影院 04/01 大眼睛（護）
04/15 自由之丘（護）

週五電影 YA

東
區

每週日 14:00
04/01 艾瑪的抉擇（普）
哈特 HOT 假日電 04/08 美國狙擊手（輔）
04/15 顛倒世界（護）
影院
04/22 暫停 1 次
04/29 老師與流浪貓（普）

舉辦地點
洽詢電話

每週五 18:30
04/06 六人行不行（輔）
04/13 雪地裡的擁抱（輔）
04/20 美人計（護）
04/27 死亡邊緣（輔）

第 2、4 週 週三 14:30
週三童樂會－兒
04/11 舞林熊貓（護）
童影片欣賞
04/25 渦輪方程式（普）
總館 8 樓
團體欣賞室
2755-2823
#2801

中崙分館
8773-6858

04/07（六）16:00 愛情計時器（護）
04/14（六）16:00 科技浩劫（輔 15）
大安假日電影院
04/28（六）16:00 菜鳥記者 94 狂（紀
錄片）

六合分館
2729-2485

錫口電影院

04/28（六）10:00 愛上你，愛上我（護）

松山分館
2753-1875

樂齡電影院

04/11（四）14:00 鋼鐵人 3（護）
三民分館
04/18（四）14:00 大法官（護）
2760-0408
04/25（四）14:00 愛與黑暗的故事（護）

區
每週五 18:30
木柵星光電影
04/06 被遺忘的時光（普）
院－「忘記的事，
04/13 昨日的記憶（普）
忘不了的事」影
04/20 愛，是一生相伴（護）
展
04/27 記憶謎團（護）

永春分館
2760-9730

每週六 16:30
04/07 尖叫旅社 2（普）
龍華民眾
閱覽室
周末下午電影院 04/14 馬達加斯加 2（普）
04/21 馬達加斯加 3：歐洲大圍捕（普） 2785-1740
04/28 馬達加斯加：爆走企鵝（普）
每週日 14:00
04/01 派特的幸福劇本（輔）
04/08 星月無盡（普）
大直假日電影院
04/15 老媽我最大（輔）
04/22 百萬圓女孩的眼淚日記（普）
04/29 機器人與法蘭克（護）

大直分館
2533-6535

每週日 14:00
04/01 媽媽晚餐吃什麼（普）
04/08 0.5mm（護）
大同假日電影院
04/15 人生失敗組（輔）
04/22 我就要你好好的（護）
04/29 45 年（護）

大同分館
2594-3236

04/18（三）14:00
西 延平兒童電影院
傑克與夢幻島海盜：魔法書保衛戰（普）
區
每週日 10:00
04/01 最好的時光（護）
04/08 黑暗騎士：黎明昇起（護）
延平假日電影院
04/15 白宮末日（輔）
04/22 第 5 毀滅（輔）
04/29 謊言的烙印（輔）
長安假日電影院 04/01（日）14:00 夢饗米其林（普）

建成假日電影院

雙週 週日 14:00
04/08 謝罪大王（護）
04/22 侏儸紀世界（護）

延平分館
2552-8534

長安分館
2562-5540

建成分館
2558-2320

大安分館
2732-5422

木 柵 兒 童 電 影 雙週 週三 14:00
院 －「 我 和 我 的 04/11 嘰哩咕與夥伴（普）
南 好朋友」動畫
04/25 三騎士（普）

三興分館
8732-1063

每週三 14:30
兒 童 電 影 院 － 週 04/11 拔一條河（普）
04/18 三寶神探（普）
三 FUN 電影
04/25 原子小金剛（普）

每週六 16:10
04/07 寵物當家：雅夫愛相隨（普）
永春假日電影院 04/14 尋找艾瑞克（護）
04/21 主管爭奪戰（護）
04/28 麥兜故事（普）

王貫英先生
紀念圖書館
2367-8734

每週日 14:00
04/01 名偵探柯南：絕海的偵探（護）
好 時 光 假 日 電 影 04/08 岳：冰峰救援（普）
院
04/15 天神愛光臨（輔）
04/22 帕蒂瑪の顛倒世界（普）
04/29 逗陣ㄟ（護）

永建分館
2236-7448

每週日 14:00
04/01 寶貝老闆（普）
04/08 尋龍傳說（普）
景新假日電影院
04/15 彩虹螢火蟲：永遠的暑假（普）
04/22 你的名字（普）
04/29 菜鳥記者 94 狂（普）

景新分館
2933-1244

雙週 週日 14:00
稻香假日電影院 04/08 哈利波特－死神的聖物 2（護）
04/22 重燃心希望（護）

稻香分館
2894-0662

每週日 14:00
04/01 走音天后（普）
葫 蘆 堵 假 日 電 影 04/08 黑魔女：沉睡魔咒（護）
院
04/15 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普）
04/22 逆風少年（普）
04/29 失業女王聯盟（護）

葫蘆堵分館
2812-6513

每週三 14:00
04/04 兒童節暫停 1 次
週三童趣電影院 04/11 食破天驚 2（普）
04/18 送子鳥（普）
04/25 樂高玩電影（普）

北
區

木柵分館
2939-7520

每週六 14:00
04/07 第 7 謊言（輔）
週六彩繪電影院 04/10 奪命金（輔）
04/21 女孩愛跑步（護）
04/28 雙面勞倫斯（輔）

清江電影臺

每週日 14:00
04/01 異星入境（護）
04/08 別跟山過不去（護）
04/15 我的家庭樂章（普）
04/22 百歲老人翹家去（護）
◆ 04/22 映後有電影讀書會
04/29 逃離邊境（輔）

李科永
紀念圖書館
2883-3453

清江分館
2896-0315

餐 桌 上 的 環 保 影 04/07（六）10:00
肉食公公與草食媳婦
展

北投分館
2897-7682

2018 勞動紀錄片 04/28（六）14:00
放映
菜鳥記者 94 狂（紀錄片）

天母分館
2873-6203

Happy 讀書會
彩虹讀書會

每週二 09:30-11:30（至 08/14 止）
每週一 13:30-17:00（至 06/25 止）

舉辦地點
洽詢電話

NT Times 英文讀報會
單人舞讀書會

每週三 19:10-20:40（至 06/27 止）
每週五 10:00-12:00（至 06/29 止）

總館 B2
階梯教室
2755-2823
#2140

心靈捕手讀書會

每週二 09:00-11:00（至 06/26 止）

一、成人及青少年研習班
區
別

班別

時間

英文童謠－繪本大聲唸 第 1、3 個週二 10:00-12:00
互學會
（至 06/19 止）

Library 大閱隊
圖書館序曲：圖書館館 04/07（六）11:00-12:00
藏資源介紹★
Library 大閱隊
圖書館組曲：50 外語完 04/28（六）10:00-11:00
全攻略★
Library 大閱隊
總 圖 書 館 組 曲：「 法 」 網 04/28（六）11:00-12:00
館 恢恢 一網打盡★
印尼朋友來學習－電腦 第 2、4 個週日 13:30-15:30
（至 04/08 止）
初階班★

印尼朋友來學習－英文 第 2、4 個週日 13:30-15:30
（至 04/08 止）
初階班★

中文進階課程－口語★ 每週日 10:00-12:00（至 05/20 止）
成人書法班
臺灣語初級研習班

每週一 09:00-12:00（至 12/31 止）
每週三 14:00-16:00
（自 03/14 起至 07/04 止）

經絡推拿保健穴位＊★ 每週一 09:30-11:30（至 04/30 止）
電鍋燉食簡易料理＊
每週一 14:00-16:00（至 04/30 止）
東 五禽戲與太極八式＊★ 每週二 09:30-11:30（至 06/26 止）
區 樂活有氧 Easy Go! ＊★ 每週三 09:30-11:30（至 07/04 止）
活力逆齡毛巾操＊★
每週三 14:00-16:00（至 07/04 止）
老子智慧講堂＊
每週五 14:30-16:30（至 07/06 止）
SmartPhone 樂 齡 玩 手 機
04/13（五）09:00-12:00
＊★
每週二 18:50-20:50（至 12/25 止）
漁樵詩詞吟唱班
師法自然－山水畫研習 每月第 2、3、4 個週四
班
09:30-11:30（至 05/24 止）

西 做伙輕鬆學臺語研習班
每週一 09:30-11:30（至 07/30 止）
區 ★
樂齡健康自癒力

每月第 2、4 個 週二 09:30-11:30
（至 06/26 止）

文山樂齡平板電腦及智
每週五 14:00-16:00（至 12/28 止）
慧型手機 1 對 1 教學＊
輕鬆歡喜學臺語研習班 每週五 18:35-20:50
南 臺語基礎課程★
（自 03/09 起至 07/13 止）
04/16（一）09:30-11:30
區 典詩與歌謠研習班
春日偶成－綠島小夜曲
法律扶助基金會
駐館律師法律諮詢★

每月第 2、4 個週四 14:00-15:00
（至 12/27 止）

插花研習班

每週三 14:00-16:00（至 12/26 止）

日文研習班

每週二 18:50-20:50（至 12/25 止）

拼布研習班春季班

每週五 18:30-20:30（至 05/04 止）

烏克麗麗進階班★

每週一 14:00-16:00（至 06/25 止）

北
區 色鉛筆－手繪夢幻甜點 每週四 18:30-20:30（至 06/07 止）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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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 止）

新韻婦女成長讀書會
總館 9 樓
電腦教室
2755-2823
#2301

班別

時間

第 2、4 個週二 10:00-12:00
上午場：第 1 個週二 09:00-12:00
布瓜兒童閱讀帶領人讀
下午場：第 1 個週二 14:00-17:00
書會★
（寒暑假暫停）

總
館

COSMOS 日文讀書會

每週第 2、4 週週四 9:30-11:30
（至 12/27 止）

經典小說讀書會 A 班

第 2、4 個週二 10:00-12:00
（至 06/26 止）

經典小說讀書會 B 班

第 2、4 個週四 10:00-12:00
（至 06/28 止）

日語新聞讀書會

每週一 10:00-12:00（至 06/25 止）

漫畫家創意讀書會
愛麗絲英文讀書會

總館 9 樓
電腦教室
2755-2823
#2900
總館 10 樓
會議室
2755-2823
#2900
總館 11 樓
樂齡中心
2755-2823
#2900
永春分館
2760-9730

三民分館
2760-0408

延平分館
2552-8534
中山分館
2502-6442
景新分館
2933-1244
道藩分館
2733-4031
木柵分館
2939-7520
稻香分館
2894-0662

清江分館
2896-0315

閩南語讀書會
喜悅讀書會

天母分館
2873-6203

每週五 09:30-11:30（至 06/29 止）

蘭心媽媽讀書會

每週一 09:30-12:00（至 12/24 止）

第 1、3 個週三 19:00-20:30
（至 12/19 止）
大師讀書會
第 2 個週四 09:30-12:00（至 12/13 止）
第 2 個週五 09:00-12:00
西 欣園媽媽讀書會
（至 11/09 止）
區
青少年古文觀止讀書會 每週三 16:00-21:00（至 12/26 止）
彩虹生命教育志工大直 每週四 09:30-12:00
團隊讀書會
（休館日暫停，至 12/27 止）
太極拳讀書會

每月一書讀書會

第 2、4 個週四 19:00-21:00

每月一書讀書會
祥祥英語讀書會

每週五 09:30-11:30（至 12/28 止）

每週五 19:00-21:00（至 12/28 止）
每月第 2、4 個週三 19:00-21:00
道藩英語讀書會
（至 12/26 止）
每週四 09:00-11:00
愛閱親職讀書會
（休館日暫停，至 12/27 止）
每月第 1 個週日 09:00-12:00
永心讀書會
（至 12/02 止）
英閱人青少年英文讀書 每月隔週六 16:30-18:00
會
（至 05/26 止）
幸福人生社區讀書會
每週三 09:30-11:30（至 05/30 止）
快樂讀書會

總館 11 樓
研習教室
2755-2823
#2112

總館 B2
階梯教室
2755-2823
#2140
總館 9 樓
多功能教室
2755-2823
#2301

每週三 10:00-12:00（至 12/31 止）

每月第 3 個週三 19:00-21:00
南 藍丹讀書會
（至 12/19 止）
區 樂活玩手作－手作讀書
會
英文讀書會

每週二 14:00-16:00（至 12/27 止）
每週五 09:30-11:30

英文讀書會

每週一 09:30-11:30

蒲公英讀書會

每週二 09:30-11:30（至 06/12 止）

日語傳習讀書會
日本語入門讀書會
輕鬆學英語讀書會＊
日本語新聞讀書會＊

每週六 10:00-12:00（至 12/22 止）
每週一 10:00-11:30（至 12/31 止）
每週二 09:30-11:30（至 108/02/26 止）
每週五 10:00-12:00（至 12/28 止）
每月 2、4 個星期三 10:00-12:00
好書好說說故事讀書會
（至 12/26 止）

蘇菲學堂讀書會

第 2 個週二 14:00-17:00
（至 12/12 止）
第 1、3 個週六 10:00-12:00
（至 12/15 止）

清江讀書會
愛家社區讀書會

每月 2、4 個週四 10:30-12:00
（至 12/27 止）
每週四 10:00-12:00（至 12/27 止）
每週三 09:00-12:00（至 12/26 止）

成人讀書會

每週二 09:00-11:00（至 12/26 止）

楓香讀書會

舉辦地點
洽詢電話

每月 2、4 個週六 09:30-11:30
（至 12/22 止）
每月第 2 個週一 14:30-17:00
（至 12/10 止）
每月第 3、4 個週五 14:00-16:00
（至 12/28 止）
每月 1、3 個週五 09:30-12:00
（至 06/22 止）
第 2 個週六 14:30-17:30（至 12/08 止）
每月第 2 個週二 14:00-15:30
（至 12/11 止）
每週二 09:30-12:00（至 12/25 止）
每月最後 1 個週六 09:00-12:00
（至 12/29 止）
每月第 2 個週六 09:00-11:00
（至 12/08 止）

龍華讀書會

共好讀書會

喜閱讀書會

閱讀臺灣女性兒童文學
每週一 09:30-11:30（至 05/14 止）
作品讀書會★

東 大好樂活讀書會
區 每月一書讀書會
松香讀書會

二、成人及青少年讀書會
區
別

明盲讀書會

逗陣讀書會
每週二 13:30-16:30（至 12/25 止）
Happy
Life
投
資
理
財
讀
北
每週一 09:30-11:30（至 06/25 止）
書會
區 生活日語讀書會
每週四 09:00-11:00（休館日暫停）
日文讀書會
每週三上午 09:40~11:40（至 06/27 止）
上午班：每週五 09:30-11:30
英文讀書會
下午班：每週五 13:30-15:30
（至 12/28 止）
中文讀書會
每週二 14:00-16:00（至 07/03 止）
每週三 09:30-12:00
2018 每月一書讀書會
（自 03/07 起至 2019/01/02 日止）
智慧理財讀書會

每月最後 1 個週四 13:30-16:30
（至 12/27 止）

三興分館
8732-1063
六合分館
2729-2485
啟明分館
2514-8443

中崙分館
8773-6858

松山分館
2753-1875
永春分館
2760-9730
龍華民眾閱覽室
2785-1740

長安分館
2562-5540

大直分館
2533-6535
東園分館
2307-0460

道藩分館
2733-4031

王貫英先生
紀念圖書館
2367-8734
城中分館
2393-8274
永建分館
2236-7448
木柵分館
2939-7520
力行分館
8661-2196
景美分館
2932-8457

景新分館
2933-1244

北投分館
2897-7682

清江分館
2896-0315
稻香分館
2894-0662
石牌分館
2823-9634

天母分館
2873-6203
東湖分館
2632-3378
葫蘆堵分館
2812-6513

＊表樂齡學習中心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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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親子及兒童讀書會 ․ 研習班
區
別

活動名稱

每週六 14:30-16:00

日期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週六 14:30-16:00

總館 B2
多功能活動室
2755-2823#2140

AR 擴增實境繪本體驗活動

每週六 14:00-16:00
（至 06/09 止）

總館 B1 兒童室前廣場
2755-2823#2115

每週六 10:00-11:30

每週五 19:50-20:50
（至 12/28 止）

週六 10:00-11:30

第3週

週日 10:00-12:00

手作玩具－甜筒冰淇淋

04/07（六）13:00-14:00

永春分館
2760-9730
龍華民眾閱覽室 27851740

第1週

親子讀經班

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
親子共讀工作坊★

林老師說故事

西
區 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親子美育
數位圖書館
2651-8163

04/29（日）10:00-11:30

西
親子讀經班
區

每週五 19:00-21:00
（至 12/28 止）
每隔週三 18:30-20:00
（至 06/06 止）

木棉花兒童讀書會
南
區
文山樂齡祖孫親子踢踏舞
熊寶貝英閱會
親子讀經班春季班
石牌社區親子讀經班
親子繪本讀書會
親子讀經班
西中讀經班

每週日 14:30-15:30
（至 12/23 止，7、8 月及連
續假期暫停）
每週日 10:30-11:30
（至 11/26 止）
每週三 19:20-20:50
（自 03/07 起至 06/20 止）
每週五 19:20-20:30
（至 06/22 止）
每週二 09:30-11:00
（至 05/29 止）
每週三 19:00-20:30
（至 06/20 止）
每週五 19:00-20:30
（至 06/29 止）

大直分館
2533-6535
王貫英先生
紀念圖書館
2367-8734
景新分館
2933-1244

班別
林老師說故事

時間
每週六 14:30-16:00

QBABY 雙語故事時間 單週 週五 10:00-10:30
總
館 小小世界兒童英語故事
每週日 10:00-11:30
時間
第 2、4 週 週六
Bookstart 嬰幼兒故事時
第 1 場 10:00-10:30
間
第 2 場 11:00-11:30

林老師說故事

每週六 14:30-16:00
（啟明分館除外）
每週六 14:30-16:00（第 2 週停辦）

熊寶貝兒童英語故事時
第 2、4 個週六 10:30-12:00
間
第 1、3 週
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每週日 14:30-16:00
最後 1 週

FUN 輕鬆！
週日英語故事時間
歡喜閱讀 ABC
兒童英語樂園

週六 10:00-11:30

第4週
雙週

週日 10:00-11:30
週日 10:30-12:00

週日 10: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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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 14:30-16:00

第 2、4 週

週日 10:30-12:00

Happy Story time
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第 2、4 週

週日 10:00-11:30

ABC 故事時間

每週六 10:00-11:30

ZOO PARTY
英語故事時間
Say Hello
英語故事時間

第1週

週日 10:30-12:00

第1週

週日 14:30-16:00

西園分館
2306-9046
中山分館
2502-6442
大直分館
2533-6535
大同分館
2594-3236
長安分館
2562-5540
東園分館
2307-0460
建成分館
2558-2320

每週六 14:30-16:00
各分館
（萬興分館、文山分館因館舍整修暫
2755-2823#2130
停辦理）
景新分館
第 2 週 週六 10:00-11:30
2933-1244
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城中分館
第 2、4 週 週六 10:00-11:30
2393-8274
我愛運動聽故事★
04/28（六）14:30-16:00
永建分館
中英語雙語說故事時間 第 1、3 週 週六 14:30-16:00
2236-7448
王貫英先生
啄木鳥兒童英語故事時
每週六 10:30-12:00
紀念圖書館
間
2367-8734
夏綠蒂兒童英語故事時
景美分館
第 3 週 週日 10:30-12:00
間
2932-8457
毛毛蟲兒童英語故事時
木柵分館
第 4 週 週日 14:30-16:00
間
2939-7520
Story Time 英語故事時
力行分館
第 2、4 週 週日 10:30-12:00
間
8661-2196
Reading Rainbow 兒 童
道藩分館
第 1、3 個週日 10:00-11:30
英語故事時間
2733-4031
Rainbow’s End 彩 虹 樂
大安分館
第 2、4 週 週日 10:30-12:00
園英語故事時間
2732-5422
每週六 14:30-16:00
各分館
（士林分館因館舍重建暫停辦理）
2755-2823#2130
石牌分館
第 2、4 週 週六 14:30-16:00
2823-9634
吉利分館
林老師說故事
04/28（六）14:30-16:00
2820-1633
李科永
每週六 10:00-11:30
紀念圖書館
2883-3453
吉利分館
瑞比特英語故事樂園
第 3 週 週日 14:30-16:00
2820-1633
西湖分館
班比英語故事時間
第 2、4 週 週日 14:30-16:00
2797-3183
天母分館
2873-6203
第 2、4 週 週日 14:30-16:00
北投分館
2897-7682
石牌分館
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第 1 週 週日 10:30-12:00
2823-9634
李科永
每月第 2 個週日 10:00-11:30
紀念圖書館
2883-3453
小葫蘆兒童英語故事時
葫蘆堵分館
第 1、3 週 週日 10:00-11:30
間
2812-6513
內湖分館
白鷺鷥英語故事時間
第 2、4 週 週日 14:30-16:00
2791-8772
夢奇地兒童英語故事時
每週日 10:30-11:30
東湖分館
間
Bookstart 嬰幼兒故事時 最後 1 週 週六
2632-3378
間
10:00-10:30、11:00-11:30
林老師說故事

稻香分館
2894-0662

石牌分館
2823-9634
清江分館
2896-0315
西中分館
8751-5497

南
區

二、中英文說故事時間

東
區

第 2、4 週

每週日 14:00-15:30

知書達禮小童生：兒童讀經 每週一 14:30-16:00
東
讀書會
（至 06/25 止）
區
蠟筆哥哥玩繪本－一起來做
04/22（日）14:00-16:00
手作書★

區
別

週六 14:30-16:00

兒童英語閱讀指導
總
館

北
區

第 1、3 週

各分館
2755-2823#2130
中山分館
2502-6442
龍山分館
2331-1497
南機場
借還書工作站
2303-2436
萬華分館
2339-1056
延平分館
2552-8534

舉辦地點、洽詢電
話
總館 B2
多功能活動室
2755-2823#2130
總館 B2
多功能活動室
2755-2823#2140
總館 B2 階梯教室
2755-2823#2140
各分館及
龍華民眾閱覽室
2755-2823#2130
中崙分館
8773-6858
中崙分館
8773-6858
永春分館
2760-9730
松山分館
2753-1875
舊莊分館
2783-7212
民生分館
2713-8083
三民分館
2760-0408

LaLa Story time
兒童英語說故事時間

第3週

週日 10:30-12:00

龍華民眾閱覽室
2785-1740

QBABY Story Time

第2週

週日 10:00-10:30

親子美育
數位圖書館
2651-8163

北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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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