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寒假閱讀節
我與我的城市新總館－
邀您一同認識以色列！
新總館願景募集活動
本館自 107 年 1 月 25 日至 2 月 14 日配合台北國際書展主題
國「以色列」，規劃辦理寒假閱讀節主題系列活動，除了為兒童及
青少年設計的閱讀學習護照及線上填答活動外，另推出一系列主題
書展、講座、親子手作及電影賞析等活動，帶您一同領略以色列之
美。
自 1 月 25 日起，民眾可至本館總
館、分館及民眾閱覽室索取學習護照，
或至本館網頁線上寒假閱讀節（http://
dns.tpml.edu.tw/tpl_ch/tpml_cog_13/）
完成學習手冊。在活動期間完成者可獲
得閱讀證書及精美小禮物，更多的活動
內 容 請 至 本 館 網 頁（http://www.tpml.
edu.tw）查詢。

在詩人波赫士心裡，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
在你心裡，北市圖的新總館應該是什麼模樣呢？
寫下你對城市新總館的期待，讓我們共同描繪新總館發展藍
圖。
即日起至 2 月 28 日止，只要在「臺北市立圖書館服務「讚」」
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taipeilibrary/）按讚，並參加
「我與我的城市新總館」願景募集活動，就有機會拿到禮券或實用
的圖書館紀念品唷！

（線上寒假閱讀節答題）

講座
主題／講師

日期／時間

親子同樂繪－來手作自己的繪本吧！ /
凜小花

01/28（日）
13:30-16:30

小偵探大秘寶－以色列尋寶記 / 黑皮老
師

02/03（日）
14:00-16:00

以色列聖地巡禮 / 陳舜儀

02/04（日）
14:00-16:00

臺北城的前世今生／莊永明

02/11（日）
09:30-11:30

走讀以色列：從「屋頂上的提琴手」看
猶太民族的傳統與家庭教育／高緯玲

02/11（日）
14:00-16:00

地點
總館 2755-2823#2117
線上報名，限額 30 組親子
（01/03 開始報名）
親子美育數位圖書館
2651-8163
須事先報名，
限額 10 組親子
（01/19 開始報名）
長安分館 2562-5540
須事先報名，限額 30 名，
一般民眾
（01/10 開始報名）
建成分館 2558-2320
須事先報名，限額 30 名，
一般民眾
（01/20 開始報名）
王貫英先生紀念圖書館
2367-8734
不須事先報名

電影欣賞
主題 / 講師

日期 / 時間

逃出集中營
（片長 97 分鐘／普遍級）

02/06（二）
14:30 開始

穿條紋衣的男孩
（片長 94 分鐘／保護級）

02/07（三）
14:30 開始

非關命運
（片長 135 分鐘／輔導級）

02/08（四）
14:30 開始

戰地琴人
（片長 149 分鐘／輔導級）

02/09（五）
14:30 開始

埃及王子
（片長 99 分鐘／普遍級）

01/28（日）
14:00 開始

妮娜之家
（片長 106 分鐘／普遍級）

02/04（日）
14:00 開始

黎巴嫩
（片長 89 分鐘／輔導級）

02/11（日）
14:00 開始

活動地點 / 諮詢電話
總館團體欣賞室
2755-2823#2802
（憑票入場，請於活動當
日開館後至總館 8 樓櫃臺
出示借閱證等相關證件劃
位及領取當日號碼牌。）

大同分館 2594-3236

（快來寫下新願景）

打造優質家庭劇院
在視聽室享受舒適的觀影樂趣
本館為了提供讀者優質的觀影環境，重新規劃視聽空間，經過
近 3 個月的改造，位於總館 8 樓的視聽室以全新面貌對外開放使
用。改造後的視聽室有如一座大型家庭劇院，到館讀者除了在此輕
鬆閱讀影音雜誌之外，更能享受舒適的空間及高規格的視聽設備與
服務。
重新打造的視聽環境，塑造出「家的美感」，提供 1 至 3 人個
別獨享，以及適合闔家親子共賞的造型沙發座椅，搭配木質紋理的
地板，讓讀者猶如置身家中，舒適的享受館內上萬部的影片及音樂
CD。
此外整個空間全部採用紅外線感應裝置，讀者只要戴上耳機即
可自由移動觀賞影片、聆聽音樂 CD 或收看電視新聞轉播，彼此之
間不會受到干擾。常到圖書館的吳女士便表示：「圖書館新打造的
視聽室彷彿置身於高級大飯
店 Lobby，對讀者而言是一
大 福 音 與 享 受。」 當 您 有
機會到總館借書或自修充電
時， 不 妨 也 到 8 樓 視 聽 室
體驗一場數位影音的知性饗
宴。

臺北市立圖書館 @LINE 官方帳號，快來成為好友吧！
本館為提供多元管道讓您快速了解我們的服務新措施與推廣活動訊息，特別成立 LINE 官方帳號，即
日起只要加入臺北市立圖書館＠ LINE 官方帳號成為好友便可以迅速接收到本館的服務資訊，如：講座、
社教藝文活動、終身學習等課程，以及最新服務動態，透過 LINE 強大的社群功能，讓您可以隨時掌握最
新資訊。加入方式如下：
方法 1：開啟 LINE ＞加入好友＞掃行動條碼＞點選加入；
方法 2：開啟 LINE ＞其他＞官方帳號＞臺北市立圖書館＞點選加入；
方法 3：開啟 LINE ＞加入好友＞ ID 搜尋 @tpml ＞點選加入。
快來和「臺北市立圖書館」成為好友吧！讓我們「賴在一起」！
（掃碼加入好友）

愛書亞市圖大歷險－民生分館
本館新上任的吉祥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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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了位於北投公園內的鑽石級綠建築北投分館後，愛書亞
來到了今年 8 月重新開館啟用的民生分館。
以「親職教育」為館藏特色的民生分館，提供極為專業且豐
富的親職教育圖書，讓平常為了教養問題傷透腦筋的父母親有了
吸收新知的管道。與學齡前讀物區相連的親子共讀區，更是提供
了充足的閱讀養分，從日常生活至遊戲玩樂，讓家長可以在這個
空間內與子女一同共讀，創造出美好的親子時光。
整修後的民生分館全館採用最新 RFID 智慧館藏設備自動化
系統，讓大朋友、小朋友們都可以利用自助借還書機來辦理圖書
借閱及歸還。同時，民生分館更提供讀者「自助取預約書」的服
務，加上在 1 樓入口處所設置的全年無休、24 小時不打烊自助還
書設備，給您最便捷的圖書資訊服務。
愛書亞還發現，民生分館設置有「好書大家讀」優良少年兒
童讀物得獎書專區喔！這是由本館、新北市立圖書館、國語日報
社、幼獅少年、兒童文學學會所合辦的好書評選活動，讓大家能
在茫茫書海中選擇適合兒童及少年閱讀的優質好書；而館內所設
置的青少年圖書閱覽區，則是提供了適合青少年閱讀的豐富資料。

全面改裝後的民生分館，讓各個年齡層的讀者都能在圖書館內找
到屬於自己的閱讀角落。
這是間翻轉傳統意象的圖書館，創意的設計營造出活潑又具
有繽紛色彩的閱讀氛圍，歡迎大家一起來感受一下不同的閱讀新
世界！

民生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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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99 巷 5 號 4-5 樓

◆電

話：2713-8083

生與形塑人生的智慧與經驗。

《最值得過的人生：
哲學爸爸給女兒的大學禮物》
作者：林從一
出版社：平安文化

本書不但是林教授給女兒的大學禮物，也是給所有讀者的一個思想
工具箱，邀請讀者們一起對哲學、學習與人生進行反思，想想什麼是最
值得過的人生。而林教授也給了讀者們一個解答─只要能成為你自己，
就更能貢獻這個世界！

◆作者介紹
林從一

美國愛荷華大學哲學博士、政治大學哲學碩士，現為國立成功大學
副校長，也是兩個孩子的爸爸。專長除了心靈哲學和語言哲學之外，
進入大學，是人生中重要的轉折點之一。林從一教授以「給女兒 也常常思考如何活出更好的人生。林從一教授深信教育是陶成人性的成
的大學暖身文」為名，為剛升上大學的女兒寫了一系列的短文，幫助 己、成人之學，讓人能「自覺地陶塑、發展自己與他人，成為有價值、
她面對大學生活與迎接未來人生的挑戰。
有意義的人」。經常在粉絲專頁「林從一」上分享他對人生、對哲學的
雋永的深刻對話、精闢的邏輯思考、溫暖的智慧話語，書中林教 反思。
授化身為一位哲學爸爸，不只談哲學、談學習，也談如何面對人生的
課題！你最像自己的時候，就是你最真實的時候，而最真實的人生就
◆每月一書系列講座
是最值得過的人生，專注生活，自然地做自己，讓我們的生命過得更
主講人：林從一 先生（本書作者）
有價值！
講座時間：1 月 27 日（六）14:30
這些短文有的能幫助增加思考的深度，從「好奇」與「熱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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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態度養成到「以自然為師」，將原本零落的思想和感覺珍珠串連成項鍊；
有的是學習上的提醒和建議，從有個性的學習、面試六策到尋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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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的聲音」來作為學習的嚮導；有些則是從愛情、快樂、敵人、金錢、 入座）
父母，到性、悲傷、離別、死亡與重生，暢談如何觀看人生、行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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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目介紹

一、講 座
分區
活動項目
中華科技史學會

總館

日期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HOT 假日電影院

每週日 14:00
01/07 雷神索爾 2：黑暗世界（輔）
01/14 暫停 1 次
01/21 等一個人咖啡（護）
01/28 薩利機長：哈德遜奇蹟（護）

週三童樂會

第 2、4 週 週三 14:30
01/10 劍龍不怕熱（普）
01/24 里約大冒險 2（普）

大安假日電影院

每週六 16:00
01/06 夢想越野隊（護）
01/13 看見臺灣（普）
01/27 鋼鐵叛軍（護）

木柵兒童電影院－
「冬遊季」卡通系列

第 2、4 週 週三 14:00
01/10 月亮先生（普）
01/24 戴帽子的貓－聖誕迷路記（普）

木柵星光電影院－
「青少年得獎」系列佳作

每週五 18:30
01/05 書法女孩（普）
01/12 同學會（普）
01/19 青春笑園（普）
01/26 女孩青春紀事（普）

好時光假日電影院

每週日 14:00
01/07 逆風飛翔（普）
01/14 為你而來（普）
01/21 酷巴：尋斑大冒險（普）
01/28 哆啦 A 夢：大雄的秘密道具博物館（普）

永建分館
2236-7448

景新假日電影院

每週日 14:00
01/07 別跟山過不去（護）
01/14 翻唱人生（輔）
01/21 女權之聲：無懼年代關鍵少數（護）
01/28 永不放棄（普）

景新分館
2933-1244

稻香假日電影院

雙週 週日 14:00
01/14 尋找甜秘客（普）
01/28 恐龍當家（普）

稻香分館
2894-0662

清江電影臺

每週日 14:00
01/07 藍色茉莉（普）
01/14 下流正義（普）
01/21 艾瑪的抉擇（輔）
01/28 天聲男孩（普）
◆ 01/28 映後有電影讀書會

清江分館
2896-0315

週三童趣電影院

每週三 14:00
01/03 龍龍與忠狗劇場版（普）
01/10 科學怪犬（護）
01/17 創世紀傳說：世界的彼岸（普）
01/24 渦輪方程式（普）
01/31 棄寶之島：遙與魔法鏡（普）

主講人、講 題

講
01/06（六） 總館 11 樓研習教室
14:00-16:00 2755-2823#2116 主

師：張 淑卿（長庚大學醫學系人文及社
會醫學科）
題：《 豐年》中的衛生知識傳遞：以傳
染病防治為討論案例 1951-1963

電影賞析講座

01/14（日）
13:30-16:30

總館 10 樓會議廳 講
2755-2823#2801 主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題：走音天后（普）

留學中心講座

01/14（日）
14:00-16:00

總館 10 樓會議廳 講
2707-1008
主

師：洪健庭（友達光電）
題：留學英國－公費申請與資源解析

全民讀書會講座

01/07（日）
14:30-16:30

總館 10 樓會議廳
2755-2823#2801

講
主

師：黃勝堅（本書作者）
題：生死迷藏

01/06（六）
14:00-16:00

三民分館
2760-9730

講
主

師：陳素梅（電腦講師）
題：手機美圖秀秀

01/13（六）
14:00-16:00

啟明分館
2514-8443

講
主

師：陳默安（語巫工作室）
題：深愛食堂

01/28（日）
14:00-16:00

舊莊分館
2783-7212

講
主

師：陳世杰（第一金投信）
題：AI 機器人時代

01/07（日）
14:00-16:00

長安分館
2562-5540

講
主

師：王中和（星座專家）
題：星座與工作職場大透視

01/20（六）
13:30-16:30

大安分館
2732-5422

講
主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題：紙上城市（輔）

01/13（六）
10:00-11:30

木柵分館
2939-7520

講
主

師：Bookstart 團隊
題：開啟寶寶閱讀之門（6-18 個月）

01/14（日）
14:00-15:30

王貫英先生
紀念圖書館
2367-8734

講
主

師：Bookstart 團隊
題：開啟寶寶閱讀之門（6-18 個月）

力行分館
8661-2196

講
主

師：簡媜（作家）
題：我為你灑下月光

講
主

師：謝繡如（力米茲專業美術）
題：樂活就是這麼回事

南區

2018 市民生活講座
東區
舊莊未來世界講座
西區 2018 市民生活講座★
電影賞析講座

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
南區
★

2018 市民生活講座

01/20（六）
14:00-16:00
01/07（日）
14:00-16:00

力米茲兒童藝術賞析

2018 市民生態講座

01/21（日）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講
2883-3453
10:30-11:30
主

師：陳科嘉（力米茲專業美術）
題：引用畫家的畫作來介紹兒童畫

01/14（日）
14:00-16:00

講
主

師：連日清（臺灣原生植物保育協會）
題：蚊子生態與蚊媒傳染病

講
主

師：Bookstart 團隊
題：繪本介紹講座（3-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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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宗威（藥師）
題：保 健食品面面觀－跟著藥師一起聰
明選保健食品

01/27（六）
14:00-17:00

北區

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 01/28（日）
10:00-11:30
★
01/28（日）
14:00-15:30

健康藥知道－樂齡用 01/26（五）
藥安全系列講座
09:30-11:30

稻香分館
2894-0662

西湖分館
2797-3183

東湖分館
2632-3378

活動項目

放映時間

市圖電影院

每週二 18:30
01/02 尋龍傳說（普）
01/09 我們的輕狂年代（輔）
01/16 拆彈少年（輔）
01/23 驚魂契約（輔）
01/30 獵巫行動：大滅絕（輔）

親子電影院

每週日 10:00
01/07 牧羊小英雄（普）
01/14 我的寵物們有魔法（普）
01/21 天鼠探險隊（普）
01/28 酷瓜人生（普）

總館

那年我們一起看的電影

葫蘆堵分館
2812-6513

東湖週三 FUN 電影

每週三 14:00-16:00
01/03 咕咕貓（普）
01/10 如果這世界貓消失（普）
01/17 莎喲娜拉！小黑（普）
01/24 貓侍（護）
01/31 只要一分鐘（護）

東湖分館
2632-3378

內湖 FUN 電影

01/20（六）10:00 史努比（普）
01/31（三）10:00 哆啦 A 夢：大雄之宇宙英雄記
（普）

內湖分館
2791-8772

西湖週三電影院

每週三 18:30
01/03 薩利機長：哈德遜奇蹟（護）
01/10 地獄（輔）
01/17 動物方城市（普）
01/24 海洋奇緣（普）
01/31 送子鳥（普）

西湖分館
2797-3183

總館 8 樓
團體欣賞室
2755-2823#2801

第 1、3 週 週日 14:00
01/07 哥吉拉（護）
01/21 加州大地震（護）

兒童電影院－週三 FUN 電影

每週三 14:30
01/03 打獵季節 3（普）
01/10 尖叫旅社（普）
01/17 重返 20 歲（普）
01/24 舞來瘋（普）
01/31 忍者亂太郎真人版（普）

六合分館
2729-2485

每週六 16:10
01/06 家有兩個爸（護）
01/13 為瑪格麗特朗讀（護）
01/20 樂高玩電影（普）
01/27 班傑明的奇幻旅程（護）

永春分館
2760-9730

東區

永春假日電影院

大直假日電影院

大同假日電影院

每週日 14:00
01/07 更好的明天（輔）
01/14 愛情流彈（普）
01/21 醜女大翻身（護）
01/28 遺落戰境（輔）
每週日 14:00
01/07 生命中的美好缺憾（護）
01/14 同窗生（輔）
01/21 傻瓜大哥再出擊（護）
01/28 埃及王子（普）

長安假日電影院

01/21（日）14:00 太陽的太陽王傳說（普）

延平兒童電影院

單週
01/03
01/17
01/31

延平假日電影院

每週日 10:00
01/07 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護）
01/14 哪啊哪啊 ~ 神去村（護）
01/21 大法官（護）
01/28 鋼鐵人 3（護）

建成假日電影院

雙週 週日 14:00
01/14 我曾侍候過英國國王（輔）
01/28 橫道世之介（普）

西區
週三 14:00
快樂鄉頌（護）
尋蛙歷險記（普）
音樂班的春天（普）

中崙分館
8773-6858

三、展

覽

分區

活動項目
「第 41 屆金鼎獎」得獎書展

全館 「2017 Openbook 好書獎」得獎書展

01/02-01/24
01/02-01/24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總館、分館及民眾閱覽室
2755-2823#2112
總館、分館及民眾閱覽室
2755-2823#2112
總館、分館及民眾閱覽室
2755-2823#2117

01/25-02/14

墨海遊蹤：謝永禎水墨畫個展

01/02-01/15

三民分館 2760-0408

「揭開歷史人物的神秘面紗」館藏特色主題書展

01/02-02/27

永春分館 2760-9730

看見「」，聽見「」聲音藝術暨書展

01/02-02/27

啟明分館 2514-8443

01/02-02/27

福德智慧圖書館
（永春分館 2760-9730）

西區 「宮崎駿的世界」館藏特色書展

01/02-03/31

大直分館 2533-6535

南區 「英語響叮噹」主題書展

01/02-03/31

大安分館 2732-5422

大直分館
2533-6535

長安分館
2562-5540

展期

「悅讀神之國－以色列」寒假閱讀主題書展

東區

大同分館
2594-3236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2883-3453

每週日 14:00
01/07 金盞花大酒店（普）
01/14 極道鮮師電影版（護）
01/21 錢不夠用 2：親情無價（護）
01/28 聖戰時刻（普）

舉辦地點、洽詢電
話

中崙假日電影院

木柵分館
2939-7520

週六彩繪電影院
北區

總館 B2 演講廳
2755-2823#2801

大安分館
2732-5422

每週日 14:00
01/06 哇沙噢與我（普）
01/13 再見了可魯（普）
01/20 熟男型不型（護）
01/27 實習大叔（輔）

二、影片 ․ 表演欣賞
分區

王貫英先生
紀念圖書館
2367-8734

「謀殺天后阿嘉莎克莉絲蒂」主題書展

「綠手指的寶藏－年節花藝」館藏特色主題書展

01/02-02/27

稻香分館 2894-0662

力米茲兒童美術作品展暨藝術賞析

01/02-01/31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2883-3453

運動保健特展

01/02-03/31

葫蘆堵分館 2812-6513

翻轉驚奇美一頁－立體書書展

01/02-12/31

秀山民眾閱覽室 2892-1475

北區

延平分館
2552-8534

建成分館
2558-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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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閱讀活動 ․ 說故事時間
區別
活動名稱

日期
每週六 14:30-16:00

QBABY 雙語故事時間

單週

小小世界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每週日 10:00-11:30

兒童英語閱讀指導

每週日 14:0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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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館 B2 階梯教室
2755-2823#2140

親子共讀工作坊★

01/20（日）14:00-16:00

總館 B2 階梯教室
2755-2823#2412

週五 10:00-10:30

親子同樂繪─來手作自己的繪本吧！ 01/28（日）13:3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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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六 14:30-16:00（第 2 週停辦）

中崙分館 8773-6858

每月第 1 個週六 10:30-11:10

親子美育數位圖書館 2651-8163

第 2、4 個週六 10:30-12:00
第 1、3 週

週六 10:00-11:30

雙週

週日 10:30-12:00
週日 10:30-12:00

QBABY Story Time

第2週

週日 10:00-10:30

知書達禮小童生：兒童讀經讀書會

每週一 14:30-16:00（至 06/25 止）

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西區

總館 10 樓會議室
2755-2823#2900

新韻婦女成長讀書會

每月第 2 個週一 14:30-17:00（至 12/10 止）

漫畫家創意讀書會

每月第 2 個週六 14:30-17:30（至 12/08 止）

大好樂活讀書會

每月第 3、4 個週五 14:00-16:00（至 12/28 止）

明盲讀書會

每月 2、4 個週六 09:30-11:30（至 12/22 止）

閩南語讀書會

每月最後 1 個週六 09:00-12:00（至 12/29 止）

親子讀經班

每週五 19:50-20:50（至 12/28 止）

喜悅讀書會

每月第 2 個週六 09:00-11:00（至 12/08 止）

太極拳讀書會

第 1、3 個週三 19:00-20:30（至 12/19 止）

大師讀書會

第 3 個週四 09:30-12:00（至 12/20 止）

欣園媽媽讀書會

第 2 個週五 09:00-12:00（至 11/09 止）

青少年古文觀止讀書會

每週三 16:00-21:00（至 12/31 止）

龍華民眾閱覽室 2785-1740
親子美育數位圖書館 2651-8163

每週六 14:30-16:00

各分館 2755-2823#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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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區

彩虹生命教育志工大直團隊讀 每週四 09:30-12:00
書會
（寒暑假及休館日暫停，至 12/28 止）
親子讀經班

每週五 19:00-21:00（至 12/29 止）

長安分館 2562-5540

每月一書讀書會

第 2、4 個週四 19:00-21:00

週六 10:00-11:30

萬華分館 2339-1056

每月一書讀書會

每週五 09:30-11:30（至 12/28 止）

每週六 10:00-11:30

南機場借還書工作站 2303-2436

01/27（六）14:00-16:00
第1週
第3週

永春分館 2760-9730

長安分館 2562-5540

大直分館 2533-6535

東園分館 2307-0460

延平分館 2552-8534

祥祥英語讀書會

每週五 19:00-21:00（至 12/28 止）

西園分館 2306-9046

道藩英語讀書會

每月第 2、4 個週三 19:00-21:00（至 12/26 止）

第 2、4 週

週六 14:30-16:00

中山分館 2502-6442

愛閱親職讀書會

每週四 09:00-11:00（休館日暫停，至 12/27 止）

幸福家庭社區讀書會

每週四 9:30-11:30（休館日暫停，至 12/27 止）

永心讀書會

每月第 1 個週日 09:00-12:00（至 12/02 止）

藍丹讀書會

第 3 個週三 19:00-21:00（至 12/20 止）

永建分館 2236-7448

英文讀書會

每週一 09:30-11:30

力行分館 8661-2196

週日 10:30-12:00

大直分館 2533-6535

第 2、4 週

週日 10:00-11:30

大同分館 2594-3236

ABC 故事時間

每週六 10:00-11:30

長安分館 2562-5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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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16:00

建成分館 2558-2320

每週六 14:30-16:00
（萬興分館、文山分館因館舍整修暫 各分館 2755-2823#2130
停辦理）

共好讀書會

第 2 個週二 14:00-17:00

林老師說故事

唱自己的歌

每月最後 1 個週六 14:00-17:00（至 12/22 止）

第2週

新春摺紙樂＊

每週二 14:00-17:00（至 02/06 止）

日語傳習讀書會

每週六 10:00-12:00（至 12/22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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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語雙語說故事時間

第 1、3 週

週六 14:30-16:00

永建分館 2236-7448

啄木鳥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每週六 10:30-12:00

木棉花兒童讀書會

每隔週三 18:30-20:00

蘇菲學堂讀書會

第 1、3 週 週六 10:00-12:00（至 12/23 止）

愛家社區讀書會

每週三 09:00-12:00（至 12/27 止）

清江讀書會

每週四 10:00-12:00（休館日暫停，至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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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讀書會

每週三 09:00-11:00（至 12/26 止）

插花研習班★

每週三 14:00-16:00（至 12/26 止）

逗陣讀書會

每週二 13:30-16:30（至 12/25 止）

生活日語讀書會

每週四 09:00-11:00（至 12/27 止，休館日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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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瓢蟲英語故事時間

第 2、4 週

週六 10:00-11:30

文山分館 2931-5339

Story Time 英語故事時間

第 2、4 週

週日 10:30-12:00

力行分館 8661-2196

Reading Rainbow 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第 1、3 個週日 10:00-11:30

道藩分館 2733-4031

Rainbow’ s End
彩虹樂園英語故事時間

第 2、4 週

大安分館 2732-5422

Bookstart 嬰幼兒故事時間

第1週

週日 10:30-12:00

週六 13:50-14:20

景新分館 2933-1244

每週六 14:30-16:00
（吉利分館因館舍整修暫停辦理；
士林分館因館舍重建暫停辦理）

各分館 2755-2823#2130

第 2、4 週

石牌分館 2823-9634

週六 14:30-16:00

每週六 10:00-11:30
親子讀經班

每週三 19:20-20:50（至 01/10 止）

稻香分館 2894-0662

班比英語故事時間

第 2、4 週

西湖分館 2797-3183

西中讀經班

每週五 19:00-20:30（至 01/05 止）
第 2、4 週
第1週

週日 14:30-16:00

週日 10:30-12:00

西中分館 8751-5497
天母分館 2873-6203
北投分館 2897-7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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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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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start 嬰幼兒故事時間

最後 1 週
週六 10:00-10:30、11:00-11:30

王貫英先生紀念圖書館
2367-8734

景新分館 2933-1244

北投分館 2897-7682

稻香分館 2894-0662

石牌分館 2823-9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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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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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 止）

生活英語互動讀書會

每週四 19:30-21:00（至 12/27 止，休館日暫停）

終身學習讀書會

每月第 4 個週三 19:00-21:00（至 12/26 止）

圓緣婦女讀書會

每月第 3 個週五 14:00-16:00（至 12/21 止）

中國經典讀書會

每週二 19:30-21:00（至 12/25 止）

歲即年翔狗來福－
喜迎春系列活動：點心 DIY ★

01/15（一）09:00-11:30
01/22（一）09:00-11:30

歲即年翔狗來福－
喜迎春系列活動：料理 DIY ★

01/29（一）09:00-11:30

歲即年翔狗來福－
喜迎春系列活動：紙藝 DIY ★

01/18（四）14:30-16:30
01/25（四）14:30-16:30

天母分館 2873-6203

內湖分館 2791-8772

葫蘆堵分館 2812-6513

東湖分館 2632-3378

1 月休館資訊

歲即年翔狗來福－喜迎春系列活動： 01/15（一）09:30-11:30
點心 DIY ★
01/22（一）09:30-11:30
歲即年翔狗來福－喜迎春系列活動：
01/29（一）09:30-11:30
料理 DIY ★
歲即年翔狗來福－喜迎春系列活動： 01/18（四）14:30-16:30
紙藝 DIY ★
01/25（四）14:30-16:30

道藩分館 2733-4031

清江分館 2896-0315

北區 超人氣日語班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2883-3453

週日 14:30-16:00

南區

王貫英先生紀念圖書館
2367-8734

南區 夏綠蒂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啟明分館 2514-8443

週日 10:00-12:00

第 2、4 週

林老師說故事

中崙分館 8773-6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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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Story time 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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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春分館 2760-9730

三民分館 2760-0408

總館 11 樓研習教室
2755-2823#2112

總館 9 樓電腦教室
2755-2823#2900

每週一 09:00-12:00（至 12/31 止）

民生分館 2713-8083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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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書法班

舊莊分館 2783-7212

LaLa Story time 兒童英語說故事時間 第 3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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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崙分館 8773-6858

最後 1 週

歡喜閱讀 ABC 兒童英語樂園

布瓜兒童閱讀帶領人讀書會★

每週二 09:30-12:00（至 12/25 止）

松山分館 2753-1875

週日 10:30-12:00

第 2、4 個週二 10:00-12:00

東區 愛麗絲英文讀書會

每週日 14:30-16:00
週日 10:00-11:30

時間

喜閱讀書會

總館

總館 9 樓多功能教室
2755-2823#2117
各分館及龍華民眾閱覽室
2755-2823#2130

第4週

悅讀 e 起來－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

總館 B2 多功能活動室
2755-2823#2140

每週六 14:30-16:00

FUN 輕鬆！週日英語故事時間

林老師說故事

二、成人讀書會 ․ 研習班
區別
班別

總館 B2 多功能活動室
2755-2823#2130

林老師說故事

總館

東區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1 月 1 日元旦休館、1 月 4 日休館日
葫蘆堵分館 2812-6513

★須事先報名，請洽辦理單位。 ＊表樂齡學習中心課程，參與者須先辦理樂齡學員證。
更多更新的藝文活動資訊請參考：
◎ 本表刊登內容如有異動，以辦理單位公告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