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度好書大家讀－
最佳少年兒童讀物得獎書展，邀您
一起來品閱好書

南村出走－
視障閱讀暨好書大家讀推廣活動
四四南村位於臺北市三張犁，是國民政府遷臺後早期興建的眷村，
因位於四四兵工廠之南，故名四四南村，當地居民多以「南村」稱呼之。

此次，本館特選擇南村打造復古空間，不僅有南村書坊，還將結合
由本館、新北市立圖書館及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主辦，幼獅少年與
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協辦的好書大家讀評選活動，正式公布 2017 年 繪畫、文學講座及解謎遊戲，吸引市民大眾走出家門，享受初夏陽光及
度好書得獎書單。這些經過專家深入閱讀、廣泛討論後，產生年度優質 碧綠草地，在南村度過悠閒的日常，品味閱讀時光。
的青少年及兒童作品，將提供學生、家長及教師最完整的選書資訊。
現場陳列「好書大家讀」優良讀物及電子書館藏，邀請插畫家帶領
本館自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期間於總館、分館及各民眾閱覽室展出 民眾以盲畫方式體驗繪圖的樂趣，結合出版社開辦文學對談講座，以及
「2017 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暨第 73 梯次好書大家讀」得獎好書。這 精心設計文學解謎遊戲。本活動同時結合啟明分館：點字書、雙視圖書
些好書可再細分為「文學讀物 A 組」（小說及散文類）、「文學讀物 B 及有聲書等視障館藏，經過體驗活動，增進市民對視障閱讀的瞭解，並
組」（其他類型文學作品）、「知識性讀物組」和「圖畫書及幼兒讀物組」 且體會視障朋友的生活及需求。
活動時間：
四大類。
其中文學讀物組得獎書《海龍 ˙ 改
改》是張國立先生的第一本少年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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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險情節，加上故事本身情節的鋪陳，
塑造出另一種奇幻神秘的風味；知識性
讀物組得獎書《手繪自然筆記》及《蘭
的 10 個誘惑：透視蘭花的性吸引力與
演化奧祕》，這 2 本書皆為本土創作，
優良的繪畫品質可以啟發孩子的審美能
力；另圖畫書及幼兒讀物組得獎書《車
票去哪裡了？》是一本趣味又幽默的圖
書，作者劉旭恭先生同時為年度優秀繪圖者，構圖清新流暢，賞心悅目；
其中得獎圖書《長壽湯仙女》是顛覆傳統仙女刻板印象的溫馨故事，運
用人偶拍攝再後製的手法，是相當特別的作品，還有很多精彩的得獎圖
書，現在都可以在北市圖找到！
想知道詳細書單資訊，
歡迎登入本館首頁（https://
tpml.gov.taipei/）> 推薦服務
> 好書通報 > 得獎好書 > 好
書大家讀查詢。另本書展同
時與全國各縣市 110 所公共
圖書館及國民中小學合作，
誠摯地歡迎大朋友與小朋友
到館賞閱，活動資訊請參考
本館網站。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5 月 22 日（二）至 5 月 25 日（五）
13:30-18:00
5 月 26 日（六）
09:30-18:00
活動地點：四四南村中央廣場（臺北市信義區松勤街 50 號）
活動對象：一般民眾皆可參加。
活動內容：
南村書坊
活動名稱
行動書車
主題書展
閱讀活動區

內容
結合行動書車，打造成復古茶水舖，邀請民眾坐下來喝茶看書。
以復古鐵架及木造書櫃，打造復古風格氛圍，展示好書大家讀及視障
館藏。
擺設人工草皮及抱枕、矮凳，讓民眾可隨意坐臥來閱讀及聆聽演講。

南村解謎
活動名稱
南村解謎
文學心詩籤

內容
民眾蒐集書展區各處的提示後可得到密語，告知現場館員即可獲得神
秘禮物。
將新詩藏於扭蛋中，民眾打開扭蛋後在現場書展區挑選一本符合文字
描述的圖書，填寫推薦卡即可獲得得獎盲選書 1 冊。

南村講堂
活動名稱
南村塗鴉

南村大講堂

內容
5/26（六）10:00-12:00
由插畫家楊鈺琦分享創作歷程，並帶領現場民眾一起體驗盲畫，重新
開始感受塗鴉的快樂。
5/26（六）14:00-16:00
與逗點文創結社合作，邀請 2 位本土作家進行黑暗對話，並邀請民眾
一起矇上眼睛，運用視覺以外的感官細細品味講者對話。

107 年新生兒閱讀禮袋贈送活動
凡設籍於臺北市，民國 106 年及 107 年出生之
小寶寶，家長持戶口名簿正本到總館或各分館為寶寶
辦理「嬰幼兒專屬借閱證」後，即可獲得「新生兒閱
讀禮袋」1 份，禮袋內容包括精選繪本 1 本、「閱讀
從 0 歲開始」父母手冊及「適合寶寶看的書」閱讀手冊，禮袋數量有限，
送完為止，每位新生兒限領 1 份，請愛閱讀的爸爸、媽媽趕快來參加！
更多活動資訊請洽各分館（民眾閱覽室暫不辦理）或推廣課（27552823 轉 2412）洽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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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 日（週四）休館日

《蘭的 10 個誘惑 :
透視蘭花的性吸引力與演化奧祕》
作者：呂長澤 ; 莊貴竣 ; 鄭杏倩
適讀年齡：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出版社：遠流
索書號： 435.431 6073

《海龍改改》

在植物的世界裡，蘭花是如此地讓人

作者：張國立
繪者：洪添賢 (Croter)
出版社：巴巴文化
適讀年齡：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索書號：J859.6 1160

著迷，以我自身為例，曾經為了蘭花爬上
相當危險的峭壁，為了蘭花在密林裡頭穿
梭，這當然都是為了它的神祕與美麗。事
實上，蘭科植物的分布與多樣性，是遠大
於你我的想像，時至今日已經被記錄超過

青春期不順遂的「衰事」接二連三，這個暑假對魯蛇少年阿生實
在太沉重。游泳比賽輸給家有泳池的高材生許志彬，含美術「六科不
及格」的成績單，遭心儀的恰北北同學馮美津白眼；離婚後 10 年不
見的老爸另組家庭，他憑空多了個愛吃豆沙包的「妹妹」。他還有逃
不掉的「暑假作業」：替開咖啡廳的單親老媽，留在東北角老梅漁村，
照顧出現帕金森氏症前兆的獨居阿公。但這一切，在遇到開舊貨

書

店、像《基督山恩仇記》法利亞神父的怪老闆李旺，打工換得一本骨
董日文筆記本後，起了天旋地轉的顛覆。
小說前半是引人入勝的藏寶圖解謎推理小說，上溯昭和 20 年，
故事開場埋下的歷史謎團。後半筆鋒一轉，發現「寶藏」後，演成具
科學氣息，在新世代蔚為風潮的「創客」（Maker）總動員。相較本
土創作跳不出平板的校園「故事」，張國立不愧是囊括各大文學獎的

28 萬種，每年也不斷有新的物種被發現，不同地區的蘭花，為了要吸
引各種的昆蟲來幫助授粉，長期演化的結果造成花部有豐富變化，蘭
花在植物裡頭演化的複雜性，幾乎被學界認為是植物演化的頂點了，
而臺灣其實也是蘭花的小小天堂，目前為止記錄超過 400 種的種類，
所以我們一定要認識它。
本書由 3 位科班出身的作者來完成，雖然他們都有極其豐富的學
識，但書中的內文是以生動筆觸來呈現艱深的學問，有如看故事書般
的精采，淺顯易懂的文字搭配藝術性極高的水彩筆觸，讓藝術與科學
巧妙的結合，這是在科普書中較少見的部分，當然以水彩來呈現難免
有細節缺失的狀況，因此文末皆以電腦繪圖的方式來呈現授粉過程，
恰巧補足了這個部分，書中個人覺得較可惜的地方是在於對臺灣的蘭
花著墨太少，未來若有續作希望能在這個部份多做加強。
（生態教育工作者施信鋒老師推薦）

小說家，用鮮活靈動的文字、精準到位的敘述（從地景地貌到歷史淵
源）、富電影立體感的架構（同名劇本獲得 105 年度優良電影劇本優
等獎），推進了青少年小說的新里程。繪者 Croter 仿組裝模型的視覺
設計，為書大大增色。
（聯合報副刊組編輯王開平老師推薦）

有志成為公務員的人，以及所有要和公務員打交道的人，都需要讀
這一本書。

◆作者介紹

《公門菜鳥飛》
作者：魚凱
出版社：大塊文化
索書號：573.4 2727
◆書目介紹
許多人寒窗苦讀，只為擠進公家機關的窄門，但一進到這個大公
司後，卻逐漸出現有志難伸的無力感。政府可以說是全臺灣最大的一
間公司，卻可能是最沒有效率的一間。
不合時宜的公務選才方式、無效的績效評估、沒有重點的施政方
向、僵化的防弊制度以及不合邏輯的官場文化，讓許多公務員忙個半
死，得到的成就感卻十分有限，且漸漸失去對感受外界變化的能力。

魚凱（KAI）
工程背景生物魂，屬體制內外邊緣人，認為臺灣社會需要改變，而
改變不單來自批判，而來自於互相理解後尋求的共同解。書寫，希望從
中理解自己，也為理解彼此找到一個媒介。
作品常出現在「聯合新聞網」【鳴人堂】專欄，「上下游新聞市集」、
《消費者報導》雜誌、《大自然》雜誌、《人時代動物誌》等等。

◆每月一書系列講座
主講人：魚凱

先生（本書作者）

講座時間：5 月 26 日（六）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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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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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座）

雖然如此，魚凱仍對這個政府有所期待，他用自己的任職政府機關
六年的經驗，提點出公部門問題的所在，並告訴有志於公職的年輕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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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要有「菜鳥不死，莫忘初衷」的精神，不放棄希望、勇敢突破現狀，
找到公務員的核心價值所在。

愛書亞市圖大歷險－延平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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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了位於松山車站、饒河街觀
光夜市旁的松山分館後，愛書亞來到
了大稻埕公園、大稻埕碼頭旁的延平
分館。
延平分館位處昔日所稱的「大稻
埕」地區，從附近古色古香的街道風
貌，可一窺大同區過往商業繁盛、人文薈萃的風華時代。為 典藏範圍除中文圖書，亦有其他類型資料，包含期刊、視聽
了與周圍環境相呼應，延平分館於建館之初便保存了大量的 資料、研究資料等，內容廣泛多樣。
「鄉土文化」書籍，並以此主題建立館藏特色。

愛書亞發現，延平分館不但提供兼具廣度、深度的館藏

延平分館成立於民國 25 年 3 月，為本館最早設置的 4 特色圖書，亦不定期辦理館藏特色書展、講座、鄉土文化課
所館舍之一。在歷經「臺北市北區生活改善會」到「城北圖 程及臺北老照片特藏等展覽，帶給讀者豐富完整的文化資源，
書館」等名稱的更迭，民國 41 年，與其他 3 館合併正式成 更增添懷古氛圍。歡迎來一趟延平分館，讓您對臺灣鄉土文
立臺北市立圖書館。

化有更全面的認識喔！

進入館內 1 樓大廳，電梯門上由霞海城隍廟所提供的門
神彩繪獨具特色。在 4 到 8 樓提供一般圖書、兒童室、期刊
報紙、視聽資料、資訊檢索、自修室等讀者服務。而 9 樓則

延平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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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了館藏特色區，加強蒐集臺灣鄉土文化圖書，內容包括
臺灣民間信仰、鄉土神明、臺灣民俗學、民謠、臺灣地理、 ◆地
鄉土語言、宗教建築及講唱戲曲、傀儡戲等相關資料。館藏 ◆電

四為圖書整理清潔日不對外開放）
址：臺北市大同區保安街 47 號
話：2552-8534

好讀電子書推薦－
《拍貓，是很嚴肅的。：吳毅平 15 年貓寫真精選》
作者：吳毅平
出版社：流行風
出版年：2012
索書號：957.4 2601

掃碼立即讀－
拍貓，是很嚴肅的

讀更多 Ebook Taipei 臺
北好讀電子書

貓咪不願面對的真相，他用鏡頭追根究底！
愛貓人不忍卒睹的現實，他用生命留下紀錄！
史上最嚴肅專業貓仔隊，300 張難以想像的怪貓怪表情怪姿勢怪情事，15
年私家珍藏一刀未剪大公開！
這是一本只有貓咪的寫真集，攝影師吳毅平花了數十年慢慢拍攝，精確捕捉
了貓咪們各種角度、各種時候的神韻，即使不是貓奴，看完也會愛上這些可愛的
小生命。
一本輕鬆有趣又令人會心一笑的攝影集，邀您一同走入貓咪的世界。

講
2018 市 民 生 05/13（日）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態講座
14:00-16:00
2883-3453
主

一、講 座
分
區

活動項目

日期

舉辦地點
洽詢電話

主講人、講 題

05/20（日） 總館 B2 演講廳
電影賞析講座
13:30-16:30 2755-2823#2801
05/20（日）
全民讀書會
14:30-16:30
05/26（六）
每月一書講座
14:30-16:30

總館 10 樓會議廳
2755-2823#2801
總館 10 樓會議廳
2755-2823#2112

2018 市 民 生 05/19（六） 總館 9 樓多功能教室
活講座★
14:00-16:00 2755-2823#2301

總
館

作家與讀者有 05/06（日）
約講座
10:00-12:00

總館 10 樓會議廳
2755-2823#2113

讓閱讀飛起來
05/06（日）
邏輯思考系列
14:00-16:00
講座★

總館 B2 階梯教室
2755-2823#2130

05/05（六）
14:00-16:00

總館 10 樓會議室
2755-2823#2301

留學中心講座
05/12（六） 總館 11 樓研習教室
14:00-16:00
2707-1008
05/22（ 二 ）
2018 現 代 華 13:30-15:20
佗台大開講公
總館 10 樓會議廳
益講座★
（臺北經營管理研究
05/22（ 二 ）
院 8732-3216）
15:30-17:00
企業人文講座 05/22（ 二 ）
★
19:00-21:00
05/27（ 日 ）
天文協會講座
10:00-12:00
TSO 人文講座

親子愛相隨
大樹計畫公益
講座

05/13（日） 總館 11 樓研習教室
15:00-16:30 2755-2823#2117
05/11（五）
19:00-21:00
05/25（五）
19:00-21:00

2018 市 民 生 05/20（日）
活講座★
14:00-16:00
樂齡活化專題 05/31（四）
講座
09:30-11:30
05/19（六）
14:00-15:30
Bookstart 閱 讀 05/20（日）
起步走★
10:00-11:30
05/20（日）
14:00-15:30
東

區

總館 10 樓會議廳
2755-2823#2116

與黑暗對話講 05/05（六）
座
14:00-16:00

總館 10 樓會議廳
2755-2823#2116
總館 10 樓會議廳
2755-2823#2116
舊莊分館
2783-7212
三民分館
2760-0408
民生分館
2713-8083
三興分館
8732-1063
啟明分館
2514-8443

05/05（六）
09:00-12:00
05/19（六）
2018 用 心 看 09:00-12:00
啟明分館
電影
2514-8443
05/19（六）
14:00-17:00
05/26（六）
09:00-12:00
05/12（六）
萬華分館 2339-1056
14:00-15:30
05/19（六）
大直分館 2533-6535
西 Bookstart 閱 讀 10:00-11:30
區 起步走★
05/20（日）
中山分館 2502-6442
10:00-12:00
05/20（日）
建成分館 2558-2320
14:00-15:30
勞工權益停看 05/06（日）
長安分館
聽館藏特色活
14:00-16:00
2562-5540
動★
2018 市 民 生 05/06（日）
活講座★
14:00-16:00

景新分館
2933-1244

05/06（日）
14:00-16:00
05/19（六）
Bookstart 閱 讀
10:00-12:00
南 起步走★

景美分館
2932-8457
永建分館
2236-7448
王貫英先生
紀念圖書館
2367-8734

區

05/27（日）
14:00-16:00
大安分館館藏 05/26（六）
特色講座
14:00-16:00
107 年電影賞 05/05（六）
析講座
13:30-16:30

師：陳德勤（中華科技史學會）
題：清代遊記中歐洲水族館及動
物園記載
講 師：黃 英 雄（ 臺 灣 編 劇 藝 術 協
會）
主 題：地獄（輔 15）
講 師：賴榮年（本書作者）
主 題：中西醫併治遠身心症
講 師：魚凱（本書作者）
主 題：公門菜鳥飛
講 師：胡 雅茹（廣翰思惟國際教育
機構）
主 題：改變人生的心製圖筆記術
講 師：黃正雅（物理治療師）
主 題：物 理治療師教你巴金森氏症
病人的運動
講 師：郭倬瑛（鷹展國際教育）
主 題：聽 故事學邏輯：呼叫天才小
偵探
講 師：李欣芸（愛公益協會）
主 題：英國留學：國際關係選校策
略
講 師：彭皓譽（印尼日惹大學商學
院）
主 題：印尼記趣
講 師：韓 吟宜（臺大醫院外科部一
般外科）
主 題：手 術大關不好過：如何做好
術前準備
講 師：林 本仁（臺大醫院外科部大
腸直腸外科）
主 題：排 泄大作戰：大腸直腸癌的
預防與保健
講 師：蔡振家（臺大音樂學研究所）
主 題：華人的情歌
講 師：陳文屏（中央大學天文所）
主 題：大不大有什麼關係
講 師：朱 宗慶打擊樂團（朱宗慶打
擊樂團）
主 題：打擊樂
講 師：王 浩威（華人心理治療研究
發展基金會）
主 題：晚 熟世代：少年少女的築夢
方案
講 師：李錫錕（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主 題：陪 伴的力量：親子幸福投資
心法
講 師：馬繼康（旅遊作家）
主 題：翻 轉旅程：不一樣的世界遺
產之旅
講 師：卓景泰（臺北青商基金會）
主 題：情緒管理與五臟六腑
講 師：Bookstart 團隊
主 題：開啟寶寶閱讀之門（6-18個月）
講 師：Bookstart 團隊
主 題：開啟寶寶閱讀之門（6-18個月）
講 師：Bookstart 團隊
主 題：培養小小愛書人（18-36 個月）
講 師：神小風（聯合文學雜誌編輯
李屏瑤（作家）
主 題：少女漫畫相談室
講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主 題：若無其事的寧靜（護）
講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主 題：岸邊之旅（護）
講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主 題：我的女兒卡琳卡（輔 12）
講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主 題：鍵（限）
講 師：Bookstart 團隊
主 題：培養小小愛書人（18-36個月）
講 師：Bookstart 團隊
主 題：開 啟寶寶閱讀之門（6-18 個
月）
講 師：Bookstart 團隊
主 題：繪本介紹講座（3-5 歲）
講 師：Bookstart 團隊
主 題：培養小小愛書人（18-36個月）
講 師：林彥苹（安皓法律事務所）
主 題：勞 工權益：職場問題應如何
應對
講 師：王 如玄（常青國際法律事務
所）
主 題：性 別主流化－從婚姻生活的
法律智慧談起
講 師：Bookstart 團隊
主 題：繪本介紹講座（3-5 歲）
講 師：Bookstart 團隊
主 題：繪本介紹講座（3-5 歲）

05/05（六）
14:00-16:00

講
中華科技史學 05/05（六） 總館 11 樓研習教室
主
會
14:00-16:00 2755-2823#2116

講
主
講

大安分館
2732-5422

師：Bookstart 團隊
題：繪本介紹講座（3-5 歲）

師：祝 曉梅（日本茶道千家總本
部頒授副教授）
主 題：日本茶道與中國茶藝的對話
講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主 題：拆彈少年（輔 15）

清江分館
2896-0315

2018 市 民 生
活講座★
05/27（日）
14:00-16:00

內湖分館
2791-8772

講
主

談學社閱讀講 05/12（六）
座
10:00-12:00
趣認識古典樂 05/20（日）
系列講座★
14:00-16:00

107 年 市 民 公
益講座

05/05（六）
09:30-12:00

講
主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講
2883-3453

05/05（六）

每月一書讀書
會導讀講座

107 年 樂 齡 好
生活春季講座

北投區健康服
務中心講座
北投文史講座

10:00-11:30
05/26（六）
14:00-15:30
05/16（三）
10:00-12:00
05/04（五）
14:00-16:00
05/11（五）
14:00-16:00
05/18（五）
14:00-16:00
05/25（五）
14:00-16:00
05/19（六）
10:00-12:00
05/06（日）
13:30-16:00

臺灣野望國際 05/20（日）
自然影展
14:00-16:00

二、展

主
講
主

05/19（六）
09:30-12:00

14:00-15:30
北
區 Bookstart 閱 讀 05/26（六）
起步走★

講
主
講
主

天母分館
2873-6203
東湖分館
2632-3378
東湖分館
2632-3378

葫蘆堵分館
2812-6513

石牌分館
2823-9634
北投分館
2897-7682

講
主
講
主
講
主
講
主
講
主
講
主
講
主
講
主
講
主
講
主
講
主

師：李璟泓（臺灣原生植物保育
協會）
題：從日本龍貓森林看臺灣的淺
山保存
師：廖文瑾（知見身心診所）
題：現代人常見的身心問題
師：林靜芸（聯合整形外科診所）
題：不 老的幸福：活的健康熱情
不顧老
師：雷雅淇（PanSci 泛科學）
題：新 生活判斷力：如何掙脫科
學偽新聞設下的陷阱？
師：高浩涵（金革國際唱片）
題：電影裡的爵士風雲
師：湯 華盛（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松德院區）
題：強迫症的正念療法
師：愛心會森田理論小組
題：森 田理論結合正念、內觀療
法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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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Bookstart 團隊
題：培養小小愛書人（18-36個月）
師：嚴銀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題：葡萄牙世界遺產
師：吳秀娥（律師）
題：樂齡族生活法律
師：吳秀娥（律師）
題：樂齡族生活法律
師：陶育村（藥師）
題：年長者的用藥安全
師：陶育村（藥師）
題：年長者的用藥安全
師：李玉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題：親子教育 GOGOGO
師：楊燁（北投文史專家）
題：老北投的紙上散步
師：王 誠之（臺灣野望自然傳播
學社）
題：蜂蜜獵人（紀錄片）

覽

分
活動項目
展期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區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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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1-06/30
2755-2823#2112
館 書大家讀」得獎書展
05/01-06/30

總館 B1 兒童書展區
2755-2823#2130

05/25

總館 B1 藝廊
2755-2823#2301

中華梨韻創作學會書畫展

05/01-05/15

三民分館 2760-0408

「繪本悅讀趣」主題書展

05/01-06/30

六合分館 2729-2485

「來看我們家的書嘛」館員推薦書展

05/01-06/30

東 「那年我得獎了！」兒童室主題書展
區 「青少年小說選」主題書展

05/01-05/31

總
館

「霍金的奇幻世界」主題書展
樂齡示範中心「手縫貼布繡展」

05/01-05/31

i-share 館員推薦好書主題展

05/01-12/31

「宇宙的奧秘」主題書展

05/01-06/30

青青子衿 ․ 小文青書展－歷史與地理篇

05/01-06/30

西 游素櫻書法展
區 「善用 3C․ 生活更便利」主題書展

05/01-06/30

松山分館 2753-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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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1-05/31

「勞工權益停看聽」主題書展

05/01-06/30

「樂活運動力」主題書展

05/01-06/30

「媽媽使用說明書」兒童溫馨療癒系列主題書
05/01-06/30
展

長安分館 2562-5540
大安分館
2732-5422

南
區 「Brand New!」新鮮人閱讀書單

05/01-06/15

「尋找中國」館藏特色主題書展

05/05-07/05

萬興分館 2234-5501

05/01-06/30

王貫英先生紀念圖書館
2367-8734

「北歐旅遊」館藏特色主題書展

「綠手指的寶藏－室內園藝」館藏特色主題書
05/01-06/30
展
「好書交享樂 ․ 書好樂分享」館員推薦書展

05/01-12/31

潤綠之城－林美珠個展

05/01-05/10

北
2018 分享照片分享愛－甘貴新師生攝影聯展
區

05/11-05/31

城中分館 2393-8274

稻香分館
2894-0662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2883-3453

「舞動流轉」館藏特色主題書展

05/01-06/30

石牌分館 2823-9634

食療保健特展

05/01-06/30

葫蘆堵分館 2812-6513

「奇幻 ․ 魔法 ․ 不思議」奇幻主題書展

05/01-05/31

翻轉驚奇美一頁－立體書書展

05/01-12/31

秀山民眾閱覽室
2892-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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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想博物館：兩隻
迷路貓遇見太古動物
的化身冒險》
《Higuchi Yuko 作品
集：貓、蘑菇、女孩
的奇想世界》

明天別再來敲門
(A man called Ove)
導演：漢內斯霍爾姆
(Hannes Martin Holm)
級別：輔導級
電影索書號：791.437 H747
中文圖書索書號：881.357 2646
外文圖書索書號：839.738 B126

作者：樋口裕子
出版社：漫遊者文化
索書號：947.45 4631

作者菲特烈．貝克曼說：「我們害怕死亡，但大多人更害

受邀請的孩子來到博物館，變成了小貓，並展開一段不可

怕的是死神先把他們身邊的人帶走。因為死亡最大的恐懼，是 思議的冒險，他們一路上會遇見什麼？又會再化身成什麼？冒
死神選擇放過我們，讓我們孤伶伶地獨自存活在這世上。」
主角是一位名叫歐弗的頑固怪老頭，憤世忌俗的他遭遇上

險的最終又是如何呢？
這本由日本新銳插畫家樋口裕子繪製的繪本，以筆觸細膩

愛妻過世，興起自殺的念頭，但在執行死亡計畫的時候，總被 又帶著些許詭異氣氛的圖畫，構成一個有著蘑菇、各種生物的
意外打斷。整部小說圍繞著生死善惡，劇情從主角的自殺計畫 奇幻世界，仔細欣賞每一頁畫中的細節，以及出乎意料的情節
展開一段驚喜連連的旅程。作者運用喜怒哀樂等百感交錯編織 發展，即使是成人讀來，仍能獲得相當的樂趣。家有愛貓的作
著悲歡離合，醞釀劇情如同推理小說一樣引人入勝，時而荒謬 者，將小孩子變成的貓描繪的生動無比，無論是害怕時緊貼的
地令人捧腹大笑；時而溫馨的令人淚眼婆娑。

雙耳，或是驚嚇時炸開的尾巴，搭配童稚口吻的簡單對白，都

這部小說是繼史迪格．拉森的千禧三部曲作品後，另一部 讓人會心一笑。
讓我在心中給滿五顆星的瑞典小說。現世的無常可以如何挫折

如果您喜歡樋口裕子的畫，也非常推薦《Higuchi Yuko 作品

一個人呢？一個人的信念可以多麼強大呢？這樣充滿笑梗與哭 集 : 貓、蘑菇、女孩的奇想世界》這本畫集，其中大量收錄作
點的一部人生戲碼又將如何讓憤世嫉俗的主角出面伸張正義， 者的插畫作品，擬人化的貓兒們，穿著設計可愛的服裝遛蘑菇
或牽著金魚，這種甜美可愛又帶些奇異的衝突，正是其魅力之

代替月亮懲罰壞人呢？

（館員陳芸楣推薦） 處。
兩本書本館皆有館藏，歡迎大家借閱，來享受一段任思緒天
馬行空幻想的時光吧！
（館員王俐雯推薦）

長得頗有姿色，而丈夫麥克似乎也都屬良善之人，但沒想到
在懷胎十月之中，安娜與麥克的心思起了極大的變化，而這

驚魂契約
When the Bough Breaks
導演：喬恩 ‧ 卡薩 (Jon Cassar)
級別：輔導級
索書號：987.83 2744

正是此齣戲的重頭戲。或許麥克與安娜是一起演一齣戲，來
詐取更多的所需，但也有可能是安娜逐漸有了比較，而遂有
了取代蘿拉的念頭。因為兩家的條件相差太大了，安娜自然
會開始有非份之想。
如果這樣的借腹生子能立條約的話，那這條約是否能約
制安娜的野心？但孩子在她肚腹之內卻是不爭的事實，也就

約翰泰勒與妻子蘿拉多年無法身孕，不得已採用借腹生 是她是真正嬰兒的擁有者。就整個社會道德而言，安娜的堅
子的方式，在眾多應徵者中，他們選擇了安娜，因為安娜個 持是相當正確的。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安娜能夠懷孕，卻
性柔和，其先生麥克是一名軍人。

是在一種金錢合約下的必然，因此就真正嚴格討論，安娜的

約翰泰勒與蘿拉究竟是什麼原因而無法懷孕？這在影片 堅持就似乎站不住腳了。
中並未提及，他們透過類似徵選的方式選了一對夫妻，安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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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項目
區

放映時間

每週二 18:30
05/01 羅根（輔 15）
05/08 異星智慧（輔 12）
市圖電影院
05/15 S 風暴（輔 12）
05/22 刺客教條（輔 15）
05/29 星際異攻隊 2（輔 12）
每週日 10:00
總
05/06 功夫星貓 11-13（普）
館
親子電影院
05/13 五歲的心願（普）
05/20 超級英雄女孩：星際遊戲（普）
05/27 寶貝老闆（普）
05/12（六）09:30
歐洲音樂會－莎士比亞紀念年（普）
表演藝術同樂會
05/19（六）09:30
庫斯杜力卡－夢遊狂人（紀錄片）
第 1、3 週 週日 14:00
中崙假日電影院 05/06 胭脂扣（普）
05/20 大鼻子情聖（普）
每週五 18:30
05/04 天使的孩子（護）
週五電影 YA
05/11 遠離天堂（輔）
05/18 金鋼狼（輔）
05/25 神隱任務（輔）
2018 勞動紀錄片 05/20（日）14:00
放映
菜鳥記者 94 狂（紀錄片）
每週三 14:30
05/02 愛老虎油－小森巴的禮物（普）
兒童電影院－
05/09 我的寵物們有魔法（普）
週三 FUN 電影
05/16 瑜珈熊（普）
05/23 大雄與風之使者（普）
05/30 荒川爆笑團（普）
錫口電影院

東
區

西
區

05/26（六）10:00 旋轉愛情（輔 15）

舉辦地點
洽詢電話
總館 B2
演講廳
2755-2823
#2801

總館 8 樓
團體欣賞室
2755-2823
#2801

中崙分館
8773-6858
南
區
三興分館
8732-1063

六合分館
2729-2485

松山分館
2753-1875

每週日 14:00
05/06 歲月神偷（普）
三民週日影展
05/13 泳別青春（護）
05/20 昨日當我們盛年（普）
三民分館
05/27 樹上的父親（普）
2760-0408
05/10（四）14:00 想飛的鋼琴少年（普）
05/17（四）14:00 紐約我愛你（輔）
樂齡電影院
05/24（四）14:00 穿越時空地下鐵（護）
05/31（四）14:00 靈魂餐廳（輔）
每週六 16:10
05/05 尋找幸福的日子（護）
永春分館
永春假日電影院 05/12 天水圍的日與夜（普）
2760-9730
05/19 手機裡的眼淚（護）
05/26 鬥牛（普）
每週六 16:30
龍華民眾
05/05 藍色小精靈 2（普）
閱覽室
周末下午電影院 05/12 打獵季節：狼人不要來（普）
2785-1740
05/19 功夫熊貓 3（普）
05/26 貓狗大戰：珍珠貓大反撲（普）
每週三 14:00
05/02 哆啦 A 夢：秘密道具博物館（普）
親子美育數位
星期三來趣看電 05/09 龍龍與忠狗劇場版（普）
圖書館
癮
05/16 醜小鴨與我（普）
2651-8163
05/23 跳跳虎歷險記（普）
05/30 哆啦 A 夢：大雄的恐龍（普）
每週日 14:00
05/06 壞姐姐之拆婚聯盟（護）
大直分館
大直假日電影院 05/13 冰雪戀歌（普）
2533-6535
05/20 扭轉艇緣（普）
05/27 讀心術（輔）
每週日 14:00
05/06 東京家族（普）
大同分館
大同假日電影院 05/13 救救菜英文（普）
2594-3236
05/20 高年級實習生（護）
05/27 錢不夠用 2：親情無價（護）
每週日 14:00
05/06 單身啪啪啪（輔）
萬華分館
萬華假日電影院 05/13 我的母親手記（普）
2339-1056
05/20 通天眼（輔）
05/27 愛在他鄉（普）
2018 勞動紀錄片 05/26（六）10:00 勞動金像獎得獎作品輯（紀錄
放映
片）
每週日 10:00
延平分館
05/06 清須會議（普）
2552-8534
延平假日電影院 05/13 疾風禁區（普）
05/20 露西（輔）
05/27 開往名古屋的末班車 2012（普）
2018 勞動紀錄片 05/27（日）14:00
長安分館
放映
菜鳥記者 94 狂（紀錄片）
2562-5540
雙週 週日 14:00
建成假日電影院 05/13 多桑的待辦事項（普）
05/27 橫山家之味（普）

建成分館
2558-2320

北
區

每週日 14:00
05/06 盜數計時（普）
哈特 HOT 假日電
05/13 春日光景（輔）
影院
05/20 觸不可及（輔）
05/27 暫停 1 次
第 2、4 週 週三 14:30
週三童樂會－
05/09 不可思議貓森林（護）
兒童影片欣賞
王貫英先生
05/23 酷瓜人生（普）
紀念圖書館
05/05（六）18:00
2367-8734
勞動金像獎得獎作品輯（紀錄片）
05/26（六）18:00
2018 勞動紀錄片 菜鳥記者 94 狂（紀錄片）
放映
05/26（六）19:00
菜鳥記者 94 狂（紀錄片）
05/26（六）20:00
菜鳥記者 94 狂（紀錄片）
05/12（六）16:00 密探（輔）
大安分館
大安假日電影院
05/19（六）16:00 22 個男人（普）
2732-5422
木 柵 兒 童 電 影 雙週 週三 14:00
院－「我和我的好 05/09 童話世界 4：信任與友誼（普）
朋友」卡通系列 05/23 夏日大作戰（普）
木柵分館
每週五 18:30
2939-7520
木 柵 星 光 電 影 05/04 逍遙舞孃（普）
院 －「 舞 ․ 舞 05/11 芭蕾少女（普）
․ 五」系列佳作 05/18 舞力特區（輔）
05/25 3D 舞力對決（普）
2018 勞動紀錄片 05/13（日）14:30
放映
勞動金像獎得獎作品輯（紀錄片）
每週日 14:00
05/06 巴黎御膳房（普）
好時光假日電影
永建分館
05/13 勞動金像獎得獎作品輯（紀錄片）
院
2236-7448
05/20 故鄉之歌（護）
05/27 備胎女王（護）
每週日 14:30
05/06 怪獸與牠們的產地（護）
萬興假日親子電
萬興分館
05/13 金剛：骷髏島（護）
影院
2234-5501
05/20 移動迷宮（護）
05/27 雷神索爾 2：黑暗世界（輔）
雙週 週六 09:30
景美分館
Fun 輕鬆電影院 05/12 媽媽的味噌湯（普）
2932-8457
05/26 美味秘方（普）
每週日 14:00
05/06 媽媽的黃色腳踏車（普）
景新分館
景新假日電影院 05/13 去看小洋蔥媽媽（普）
2933-1244
05/20 最後一堂課（普）
05/27 我的母親手記（普）
雙週 週日 14:00
稻香假日電影院 05/13 東京小屋的回憶（普）
05/27 我來自紐約（普）
稻香分館
2894-0662
音 樂 小 芽 在 稻 05/18（五）19:00-20:30
香－音樂欣賞表 05/19（六）19:00-20:30
演活動
05/25（五）19:00-20:30
每週日 14:00
05/06 金魚媽媽（普）
葫蘆堵假日電影
葫蘆堵分館
05/13 阿信（護）
院
2812-6513
05/20 真愛沒有句點（普）
05/27 小鎮醫生（普）
每週三 14:00
05/02 名偵探柯南劇場版：世紀末的魔術師（普）
05/09 彩虹螢火蟲：永遠的暑假（普）
週三童趣電影院
05/16 閃電十一人劇場版：最強軍團王牙來襲（普）
05/23 史努比（普）
李科永
05/30 火影忍者疾風傳劇場版：火意志的繼承者（普） 紀念圖書館
2883-3453
每週六 14:00
05/05 八月心風暴（輔）
週六彩繪電影院 05/12 歐吉桑鄰好（護）
05/19 別相信任何人（輔）
05/26 最後的嬉皮（普）
每週日 14:00
05/06 失速人生（輔）
05/13 意外心房客（護）
清江分館
清江電影臺
05/20 大賣空（輔）
2896-0315
05/27 我想念我自己（普）
◆ 05/27 映後有電影讀書會
05/09（三）14:30 快樂腳（普）
橘子電影院
05/23（三）14:30 快樂腳 2（普）
吉利分館
樂齡電影院
05/16（三）14:30 志氣（護）
2820-1633
午後時光電影院 05/19（六）14:30 重返 20 歲（普）
內湖分館
內湖 FUN 電影
05/19（六）10:00 歡迎來到德國（普）
2791-8772
每週三 14:00
05/02 海苔億萬富翁（普）
東湖週三 FUN 電
05/09 漢娜鄂蘭：真理無懼（護）
東湖分館
影－真人真事改
05/16 天才柏金斯（護）
2632-3378
變的電影欣賞
05/23 聖母峰（普）
05/30 當貓王碰上總統（普）
每週三 18:30
05/02 放映愛（普）
05/09 虎媽無犬女（護）
西湖週三電影院
05/16 不老交響夢（普）
西湖分館
05/23 金剛：骷髏島（護）
2797-3183
05/30 我的正妹教練（護）
2018 勞動紀錄片
05/06（日）14:00 菜鳥記者 94 狂（紀錄片）
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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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進階課程－口語★ 每週日 10:00-12:00（至 05/20 止）
印尼語基礎課程：
成人班（一）★

總
館 印尼語基礎課程：
成人班（二）★

每週六 10:00-12:00（至 06/20 止）
每週三 19:00-20:50（至 06/23 止）

Library 大閱隊圖書館序
曲：學習外語留學去－
05/26（六）14:00-16:00
留學文件撰寫暨外語學
習資料庫★
Library 大閱隊圖書館組
05/19（六）10:00-12:00
曲：英日語學習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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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樵詩詞吟唱班
每週二 18:50-20:50（至 12/25 止）
親子免費電腦研習班－
數位影像編修入門（第 1 每週二 09:00-12:00（至 05/15 止）
東 期）★
區 親子免費電腦研習班－ 每週二 09:00-12:00
數位影像編修入門（第 2
（自 05/22 起至 06/05 止）
期）★
五禽戲與太極八式＊★ 每週二 09:30-11:30（至 06/26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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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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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語舞蹈帶動唱★
區
樂齡健康自癒力

總館 11 樓
樂齡中心
2755-2823#2900
總館 10 樓
會議室
27552823#2301
總館 9 樓
電腦教室
27552823#2301
永春分館
2760-9730

三民分館
2760-0408

延平分館
2552-8534

新韻婦女成長讀書會

東
大好樂活讀書會
區
每月一書讀書會
漫畫家創意讀書會
松香讀書會
愛麗絲英文讀書會
閩南語讀書會
喜悅讀書會
龍華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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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藩英語讀書會

每週五 19:00-21:00（至 12/28 止）
每月第 2、4 個週三 19:00-21:00
（至 12/26 止）
每週四 09:00-11:00
（休館日暫停，至 12/27 止）

快樂讀書會

每週三 10:00-12:00（至 12/31 止）

藍丹讀書會

每月第 3 個週三 19:00-21:00
（至 12/19 止）

插花研習班

每週三 14:00-16:00（至 12/26 止）

日文研習班
拼布研習班春季班

每週二 18:50-20:50（至 12/25 止）
每週五 18:30-20:30（至 05/04 止）

視勢吉利讀書會

每週一 14:00-16:00（至 12/24 止）

北 烏克麗麗進階班★
每週一 14:00-16:00（至 06/25 止）
區 色鉛筆－手繪夢幻甜點

每週四 18:30-20:30（至 06/07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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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新分館
2933-1244

王貫英先生
紀念圖書館
2367-8734
道藩分館
2733-4031
木柵分館
2939-7520
稻香分館
2894-0662
吉利分館
2820-1633

清江分館
2896-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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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母分館
2873-6203

舉辦地點
洽詢電話

喜閱讀書會

每週第 2、4 週週四 9:30-11:30
（至 12/27 止）
第 2、4 個週二 10:00-12:00
（至 06/26 止）
第 2、4 個週四 10:00-12:00
（至 06/28 止）
每週一 10:00-12:00（至 06/25 止）

南 樂活玩手作－手作讀書
每週二 14:00-16:00（至 12/27 止）
區 會
英文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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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好讀書會
蘇菲學堂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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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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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成人及青少年讀書會

日語新聞讀書會

每週二 09:30-11:30（至 08/14 止）
每週一 13:30-17:00（至 06/25 止）
每週三 19:10-20:40（至 06/27 止）
每週五 10:00-12:00（至 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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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第 1 個週日 09:00-12:00
（至 12/02 止）

每月第 2、4 個週四 14:00-15:00
（至 12/27 止）

經典小說讀書會 B 班

Happy 讀書會
彩虹讀書會
NT Times 英文讀報會
單人舞讀書會

永心讀書會

法律扶助基金會
駐館律師法律諮詢★

總
經典小說讀書會 A 班
館

每週二 09:00-11:00（至 06/26 止）

中山分館
2502-6442

05/21（一）09:30-11:30
旅夜書懷－秋夜琴聲

COSMOS 日文讀書會

心靈捕手讀書會

每月第 2、4 個 週二 09:30-11:30
（至 06/26 止）

典詩與歌謠研習班

班別

每月 2、4 個週六 09:30-11:30
（至 12/22 止）

愛閱親職讀書會

2018 年幸福體驗課程★ 每週四 13:00-14:30（至 05/30 止）

區
別

明盲讀書會

大同分館
2594-3236

區

超人氣日語班

總館 B2
階梯教室
2755-2823
#2140
總館 11 樓
樂齡中心
27552823#2900

每週二 09:30-11:30（至 12/25 止）

每週五 09:30-11:30（至 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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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03/09 起至 07/13 止）
臺語基礎課程★
2018 年幸福家庭培力課
每週四 09:30-12:00（休館日暫停，至
南 程
05/31 止）
基礎班★

班

舉辦地點
洽詢電話

三民英文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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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民分館
2760-0408
啟明分館
2514-8443
六合分館
2729-2485

三興分館
8732-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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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館

活動名稱

每週六 14:30-16:00

日期

兒童英語閱讀指導

每週日 14:00-15:30

AR 擴增實境繪本體驗活動
親子讀經班

每週六 14:00-16:00
（至 06/09 止）
每週五 19:50-20:50
（至 12/28 止）

全家按摩樂融融－親子按摩
05/06（日）14:00-16:00
東
體驗活動★
區
知書達禮小童生：兒童讀經 每週一 14:30-16:00
讀書會
（至 06/25 止）
每週五 19:00-21:00
（至 12/28 止）

親子讀經班

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
05/05（六）10:00-12:00
親子共讀工作坊★
西
母親節特別活動
區
05/12（六）14:30-16:00
媽媽我愛你★
慶祝母親節手作活動－
請讓我貼著母親您的心來體 05/06（日）14:00-16:00
貼您★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總館 B2
多功能活動室
2755-2823#2140
總館 B1 兒童室前廣場
2755-2823#2115
永春分館
2760-9730
舊莊分館
2783-7212
親子美育
數位圖書館
2651-8163
大直分館
2533-6535
大同分館
2594-3236
長安分館
2562-5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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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節特別活動－
世上「紙」有媽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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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9（六）14: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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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石牌社區親子讀經班
區
親子繪本讀書會
親子讀經班
西中讀經班

林老師說故事

西
區 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王貫英先生
紀念圖書館
2367-8734

班別
林老師說故事

時間
每週六 14:30-16:00

景新分館
2933-1244
稻香分館
2894-0662
天母分館
2873-6203
石牌分館
2823-9634

南
區

舉辦地點、洽詢電
話
總館 B2
多功能活動室
2755-2823#2130

QBABY 雙語故事時間 單週 週五 10:00-10:30
小小世界兒童英語故事
每週日 10:00-11:30
總 時間
館
臺北教育大學
05/05（六）10:00-11:30
大哥哥大姊姊說故事
05/26（六）10:00-11:30

總館 B2
多功能活動室
2755-2823#2140
總館 B2
多功能活動室
2755-2823#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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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館 B2 階梯教室
2755-2823#2140

每週六 14:30-16:00
（啟明分館除外）

各分館及
龍華民眾閱覽室
2755-2823#2130

林老師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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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
區

每週日 14:30-16:00
最後 1 週

民生分館 x 松山親子館
玩具圖書館外展服務
FUN 輕鬆！
週日英語故事時間
視障閱讀推廣活動－
大耳朵故事屋★
歡喜閱讀 ABC
兒童英語樂園
LaLa Story time
兒童英語說故事時間
THE MOMMY BOOK
親子共讀繪本 DIY ★
QBABY Story Time

週六 10:00-11:30

週日 10:00-11:30

第 3 週 週三 14:30-16:30
（至 12/19 止）
第4週

週日 10:30-12:00

05/06（日）14:00-16:00
雙週

週日 10:30-12:00

第3週

週日 10:30-12:00

05/13（日）14:00-16:00
第2週

週日 10:0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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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明分館
2514-8443
三民分館
2760-0408
龍華民眾閱覽室
2785-1740
親子美育
數位圖書館
2651-8163

第 2、4 週

週六 14:30-16:00

北
區

第1週

週六 10:00-11:30

第3週

週日 10: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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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英文說故事時間
區
別

週六 14:30-16:00

每週六 10:00-11:30

延平分館
2552-8534

清江分館
2896-0315
西中分館
8751-5497

第 1、3 週

第1週

週日 10:30-12:00

第1週

週日 14:3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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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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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老師說故事
（萬興分館、文山分館因館舍整修暫
2755-2823#2130
停辦理）
臺北教育大學
05/06（日）10:00-11:30
景新分館
大哥哥大姊姊說故事
05/27（日）10:00-11:30
2933-1244
第 2 週 週六 10:00-11:30
城中分館
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第 2、4 週 週六 10:00-11:30
2393-8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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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start 嬰幼兒故事時
景新分館
第 1 週 週六 10:30-11:00
間
2933-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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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老師說故事
2823-9634
李科永
每週六 10:00-11:30
紀念圖書館
2883-3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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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葫蘆堵分館
小葫蘆兒童英語故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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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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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