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4 梯次「好書大家讀」優良少年兒童
讀物評選結果揭曉

濟、政治、戰爭等因素離鄉背景當移工、外

由臺北市立圖書

少，像是《戰爭來的那一天》、《旅程》、

館、新北市立圖書館、

《回到世界上最美麗的村子》、《當種子落

國語日報社主辦，幼獅

地生根時》，《候鳥》等都入選好書，這些

少年、中華民國兒童文

議題的圖畫書可讓小朋友知道居住在不同地

學學會協辦之 2018 上

方的人們過著不同生活，亦建立世界觀。

在圖畫書及幼兒讀物組參選書中，以因經
傭或移民等社會現象為題材的圖畫書為數不

年度（第 74 梯次）「好書大家讀」優良少年兒童

歡迎國小至國中階段的學生，以及關心兒

讀物評選活動結果揭曉，共計選出單冊圖書 213 冊、套書 2 套 7 冊。
本梯次評選的書籍為 107 年 1 月至 6 月出版之少年、兒童及幼兒圖
書，計有 123 個出版單位參加，單冊圖書 904 冊、套書 9 套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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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梯次入選圖書中，

童及少年閱讀的師長多加參考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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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莊分館萌鬼現聲─
小小說書人演繪本

陳幸蕙編輯的《只因牠特別忠厚》是以「動物保護、生態關懷」為主題

小鬼頭們，萬聖節是你的地盤，搗亂搞怪
而編的散文集，選文水準整齊，涵蓋中外作家的精采作 是你的本份，今年的萬聖節有什麼計畫呢？是
品，每篇文末附有賞析，提供青少年讀者深入品味文章 挨家挨戶敲門要糖果，還是打扮成妖魔鬼怪嚇
唬路人呢？
的精妙之處，值得推薦。
告訴你，這些都 LOW 掉了。報你一條高
文學讀物 B 組為小說及散文以外的其他文學作品，
本梯次入選圖書中，例如《狐狸不說謊》，幼獅文化 質感路線！就是頭上戴頂巫婆帽，穿上一套吸睛的服裝，到舊莊分館「說
故事」迷惑眾生一下，巫婆、南瓜、妖精、妖怪、怪獸任你講，越恐怖
美編用心，令人眼睛一亮，值得鼓勵。另外《鞋匠哲
越好，越嚇人越高分！
學家和放空小嵐》是哲學工作者嘗試以文學作品的方

式，貼近生活讓孩子從中學習思考，
也呈現了另一種類型的臺灣創作。

萌鬼現聲─小小說書人暖身集點活動
1. 活動期間：即日起至 10 月 20 日止，每週六 14:30-16:00。

在知識性讀物組中，本梯次參選之圖書，人文社
會科學知識類圖書明顯增加，且知識性豐富，值得鼓
勵，例如《遇見骨早人》透過繪本的形式，以專業但
淺顯易懂的方式傳遞知識，帶領讀者探索人體骨骼透
露出的奧祕。而與本土環境議題相關的書籍，相較於
翻譯類圖書，則更能取得與臺灣讀者的共鳴，像是
《番薯原來是外國人：種出來的 37 堂植物課》，以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主

2. 活動地點：舊莊分館兒童室及多功能活動室（臺北市南港區舊莊街一段 91 巷
11 號）
3. 活動對象：4-6 歲學齡前兒童
4. 活動方式：小朋友於期間參加 1 次林老師說故事活動，並依據相關主題練習
說故事 1 次，獲得鼓勵、建議或指導，即可取得集點卡點數 1 點。
（如 6 場暖身集點活動皆參加者，可頒予小小說書人結業證書）

萌鬼現聲─小小說書人擂臺賽
1. 活動時間：107 年 10 月 27 日（六）14:30-16:00。

食、水果、蔬菜為例，向讀者介紹

2. 活動地點：舊莊分館多功能活動室（臺北市南港區舊莊街一段 91 巷 11 號）

這些作物在人類社會中扮演的角色，

3. 報名分組：A、親子團體組：父母陪同輔助小朋友，以 10-15 組為限。

適合推薦給孩子閱讀。

B、學齡前個人組（4-6 歲）：以 10-15 個名額為限。
C、學齡後個人組（7-12 歲）：以 10-15 個名額為限。

（掃碼到兒童網看入選圖書） （掃碼看入選書單）

4. 活動方式：
A、報名者依報名組別，由親子或個人以 3-5 分鐘上臺進行說故事。
B、由小朋友主講，親子組家長可在臺上陪同表演或從旁輔助。
C、上臺順序於當日活動報到時抽籤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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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休館資訊

10 月 4 日（週四）休館日
10 月 10 日（週三）國慶日休館

《字字有來頭：文字學家的殷墟筆記－動物篇》
《我只想回到自己的家》
作者╱陳幸蕙
出版╱幼獅文化
適讀年級╱國中
索書號：855 7544

這本散文集精選了 15 篇散文，加上附錄的 3 首詩，皆以「動物保
護、生態關懷」為主題與核心價值。17 位作者皆為文學名家，從清朝的
鄭板橋、民國的豐子愷到當代的朱天衣（附錄的詩作則來自白居易和余
光中），跨越 1,200 餘年，內容包括「對動物權的思考，人本中心主義
的反省，尊重生命理念的鋪陳，人與世間生物可以並存不悖、共享地球
資源的倫理觀，以及對永續議題的洞見表述。」，書名來自其中一篇以
動物角度為敘觀點的文章，言簡意賅。
選文風格多元、水準整齊，具有文學的美感與思想的深度，然而文
字又淺顯易懂、兼顧情意與趣味，因此無論就語文或文學或生態（生命）
教育的角度，都很適合兒童及青少年閱讀。
美好的選集來自盡責的編者。每一篇文章之後，有作者簡介，以及
具編選觀點的「慢讀與深思」，後者除了導讀與賞析文章之外，亦旁徵
博引提供許多延伸閱讀或擴張視野的思考脈絡，為讀者與作者之間搭起
通達、堅實的橋樑，也使這本散文選集更完整而豐富。
（兒童文學評論者柯華倩老師推薦）

《我們的島：臺灣三十年環
境變遷全紀錄》
作者：柯金源
出版社：衛城出版社
索書號：445.90933 4183

作者╱許進雄
出版╱字畝文化
適讀年級╱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索書號：802.2 0834
作者許進雄教授為國際甲
骨 文 權 威， 本 書《 字 字 有 來
頭：文字學家的殷墟筆記－動
物篇》詳盡介紹了古代各種動
物相關的造字，內容包括：野
生動物－打獵的對象、野生動
物－四靈、一般動物－鳥類與
其他及家畜－五畜與其他。同
時，字字都搭配了各種甲骨文
字形，有些更加上文物圖片，
增添不少閱讀趣味。
以「象」為例，甲骨文的
象字清晰地描繪了一隻擁有既
長又彎的鼻子動物，是象形文
字。由歷代出土的文物可以證
明象曾經在中國境內好幾個地區生存棲息過，因此人們有機會充分觀
察牠的生態與形象，才能做出生動又正確的描寫，從書中列舉的甲骨
文的象字，幾乎不可能錯認為其他獸類的形象。
《字字有來頭》為系列叢書，分成：動物篇、戰爭與刑罰篇、日
常生活篇、器物製作篇，循
序漸進介紹文字的演變、古
文字與古代生活與的關係等，
讓讀者也能一探古代社會與
古代文物研究的淵源，是一
部從學術出發，卻寫得親切
動人，讀來耳目一新的好書。
（藝術家出版社張瓊慧老師
推薦）

啟示錄。在本書中，柯導除了和讀者們分享他保貴的田野調查資料外，
也企圖喚起大家的環境意識，讓我們能更瞭解我們的島，同時更愛我們
的島。
本書不只是柯金源累積的二十萬張照片、數十萬報導文字的精華，
更是以環境寫史，映照特屬於臺灣的美麗與哀愁，也是你我過去三十年
也參與其中的環境啟示錄。

◆作者介紹
柯金源

人稱柯導、柯師傅，現為公共電視新聞部製作人。從 1993 年起，
柯導即在平面媒體針對環境議題進行書寫，至今已經累積了超過 30 萬
◆書目介紹
字的臺灣環境田野調查資料。1998 年進入公共電視新聞部，並參與該
臺灣首部長期記錄環境變遷的巨構，1980~2017 追蹤超過 35 年的 公司「我們的島」環境新聞雜誌之企劃採訪拍攝製作。所製作之影片多
紀實報導，縮時總覽今昔土地、山川、河流、海洋變遷的樣貌，史詩 次入圍並獲得國內外重要影展獎項。著作包含《山美－達娜伊谷的傳
般撼動人心的紙上紀錄片。
奇》、《臺灣水資源脈絡》、《我們的島》。
柯導長期以來十分關注臺灣的環境問題，多年來，他踏遍臺灣的
山川河床，並用相機為臺灣留下了變遷的樣貌，記錄下臺灣這 30 年的
◆每月一書系列講座
美麗與哀愁。
《我們的島：臺灣三十年環境變遷全紀錄》從海岸線與海陸交界 主講人：柯金源 先生（本書作者）
為始，一一探究天災、汙染、山林資源、離島與指標物種的生滅，最 講座時間：10 月 13 日（六）14:30
後則回顧三十年間的環境運動，以及曾為環境抗爭、倡議的人。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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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張照片及數十萬報導文字縮時記錄了臺灣土地、山川、河流、海洋
變遷的樣貌，而這樣的變遷，是臺灣的每一個人都參與在其中的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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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書亞市圖大歷險－木柵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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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了位於師大分部、捷運萬隆站旁的景美分館，愛書亞來到
了位於文山區行政中心旁的木柵分館。
成立於民國 72 年 8 月的木柵分館，坐落於文山區行政中心旁、
木柵市場的樓上，為木柵地區的第 1 所公共圖書館。
分館位處木柵地區中心，鄰近交通連接萬芳、興隆、景美、深
坑、新店及信義計畫區等地，學校、機關及金融機構鄰立，附近有
木柵國小、木柵國中、景文高中、文山特殊教育學校、臺灣戲曲學
院、政治大學、文山行政中心、木柵農會及木柵郵局等單位。

木柵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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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文山區保儀路 13 巷 3 號
電話：2939-7520
愛書亞發現，由於鄰近的政治大學為以法律著稱的名校，故早期館藏因應地區需求
購置許多法律相關藏書，民國 83 年即以「法律」為分館館藏特色。同時，為提升服務品
質及滿足讀者多元需求，館內空間設計更以塑造木柵分館的特色為重，營造出整體閱讀
氛圍並突顯各閱覽區之功能，提供鄰近居民、學生及菜籃族享受讀書樂的好去處。

好讀電子書推薦－
《Tesuka Manga 手塚治虫系列漫畫電子書》
作者：手塚治虫
索書號：947.41631 2435
日本經典漫畫重現！
你看過漫畫原子小金剛或怪醫黑傑克嗎？你想不用進入圖書館就可以享受漫畫閱
讀的樂趣嗎？無論是怪醫黑傑克還是原子小金剛，1982 年出生的日本漫畫家手塚治虫
的漫畫陪伴無數人度過童年，想回味大師著作，都可以利用電子版隨時隨地連線閱讀。
只要您持有臺北市立圖書館的借閱證，登入您的帳號、密碼，並且有中文、日文、
英文、西班牙文、法文、義大利文、韓文及泰文等版本，可以輕鬆進入手塚治虫的漫
畫世界！更多的介紹都在 Tesuka Manga 手塚治虫系列漫畫電子書。

掃碼立即讀－

更多 Ebook Taipei

手塚治虫系列漫畫電子書

臺北好讀電子書

一、講
分
區

座

舉辦地點
洽詢電話
10/14（日） 總館 10 樓會議廳 講
電影賞析講座
13:30-16:30 2755-2823#2801 主
活動項目

日期

古典音樂欣賞 10/06（六） 總館 10 樓會議廳
講座
09:30-11:30 2755-2823#2801

講
主

主講人、講

師：
黃志伸（古典音樂雜誌專欄作
家）
題：茶花女、夢、鄉間一月
師：柯金源（本書作者）
題：
我們的島：臺灣三十年環境變
遷全紀錄

講

師：
張純吉（臺灣大學學生輔導中
心）
題：當櫻花盛開（輔）

主

講
玩 轉 文 創• 10/12（五） 總館 10 樓會議廳
主
FUN 起來★
18:30-20:30 2755-2823#2101

師：呱吉（上班不要看工作室）
題：
上 班 不 要 看？ YouTuber 的 創
業之路

作家與讀者有 10/13（六） 總館 10 樓會議廳 講
約講座
10:00-12:00 2755-2823#2113 主

師：林舜穀（本書作者）
題：中醫看診失智症

講
總館 11 樓研習教
吳大猷科學沙 10/14（日）
室
主
龍
14:00-16:00
2755-2823#2117

師：
小湯圓（臺灣生態教育推廣協
會）
題：
美麗綠魔法：香草植物的栽培
與應用

總館 11 樓研習教 講
室
2755-2823#2301 主

師：
林振春（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
育系）
題：綑綁與鬆綁

傳統中醫藥在 10/21（日） 總館 10 樓會議廳 講
總
現代
14:00-17:00 2755-2823#2116 主
館
講
10/23（二）
2018 現代華佗
13:30-15:20 總館 10 樓會議廳
主
台大開講公益
（臺北經營管
講座★
講
10/23（二）
理研究院 8732主
15:30-17:00
3216）
講
企業人文講座 10/23（二）
主
★
19:00-21:00

師：林展弘（臺北市中醫師公會）
題：過敏性疾病中醫之調治保健

講
主

師：呂麗惠（台北印度愛樂中心）
題：印度旅遊分享會

講

師：
陳牧民（中興大學當代南亞與
中東戰略中心）
題：印度：崛起的強權

樂齡講座

10/18（四）
10:00-12:00

10/13（六）
13:00-14:00
10/13（六）
14:15-16:15

2018 印度暨古
總館 9 樓多功能 主
講
文明之旅系列 10/14（日）
活動室
講座
10:00-12:00 2755-2823#2900 主

講
主

師：蔡業聖（旅遊領隊）
題：耶路撒冷 3000 年

講
主

師：蘇玉守（國家發展委員會）
題：
費城饗宴－美國最古老的都市
巡禮

講
主

師：洪健庭（愛公益協會）
題：留學文件撰寫及獎學金資源

10/06（六）
09:00-12:00

講
主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題：愛愛小確幸（限）

10/13（六）
09:00-12:00

講
主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題：B 咖的幸福劇本（護）

講
主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題：與男友的前女友密談（限）

10/20（六）
09:00-12:00

講
主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題：愛在紐約（普）

10/27（六）
09:00-12:00

講
主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題：兩天一夜（護）

10/02（二）
14:00-16:00

講 師：吳家碩（長庚醫院睡眠中心）
主 題：睡眠管理職人教你睡好睡滿

10/13（六）
14:00-16:00

2018 用 心 看 電 10/13（六）
影
14:00-17:00

樂齡活化專題 10/11（四）
講座
10:00-12:00
東
區

啟明分館
2514-8443

三民分館
2760-0408

2018 市 民 生 活 10/21（日）
講座★
14:00-16:00

民生分館
2713-8083

10/25（四）
19:00-21:00

永春分館
2760-9730

荒野保護協會 10/07（日）
講座★
14:00-16:00

舊莊分館
2783-7212

親職講座★

青閱讀•輕閱
讀★

10/20（六）
14:00-16:00

10/27（六）
14:00-16:00

文學的異想世 10/06（六）
界
13:30-16:30

南
區

龍華民眾閱覽室
2785-1740

講
主

師：謝建興（荒野保護協會）
題：無拘無塑綠生活

講

師：
胡雅茹（廣翰思維國際教育機
構）
題：
再忙！也要閱讀－提升你的閱
讀理解力

主
講
主

師：蔡翠華（生涯規劃輔導老師）
題：
生涯規劃探索：升學與就業的
抉擇

道藩分館
2733-4031

力行分館
8661-2196

2018 市 民 生 10/13（六）
活講座★
14:00-16:00
悅讀神之國
度 ~ 在天母與 10/20（六）
歐洲神話的邂 14:30-17:30
逅★

天母分館
2873-6203

趣認識表演藝
10/07（日）
術－戲劇類講
14:00-16:00
座★

講
主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題：被遺忘的孩子（輔）

講
主

師：陳嘉鴻（國家婦女館）
題：當他們認真編織時（輔 12）

講
主

師：楊安城（國家文官學院）
題：特考國文與公文寫作應試攻略

講
主

師：
陳彥宇（臺灣生態教育推廣協
會）
題：香草植物真奧妙

講
主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題：告白（輔）

講
主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題：被遺忘的孩子（輔）

講 師：邱美珍（臺北市樂齡學習中心）
主 題：多肉植物小學堂
講
主

師：王源錦（第一金投信）
題：退休和你想的不一樣

講
主

師：邱建一（藝術史學者）
題：
滿天濺灑的乳汁－神話中的赫
克力士

講
主

師：張孟逸（薪傳歌仔戲劇團）
題：遨遊歌仔戲的美麗世界

講
2018 市 民 生 10/06（六） 李科永紀念圖書
主
活講座★
10:00-12:00
館
2883-3453
講
10/28（日）
市民生態講座
14:00-16:00
主

北
區

講 師：黃素貞（親職作家）
主 題：正向的親子溝通
師：李淑靜（社工師）
題：
孩子，我想懂你－親子溝通的
藝術

永建分館
2236-7448

主

師：謝家螢（小說家）
題：
白居易的孩子們－唐代文學史
的小故事
師：
王嘉祥（臺灣原生植物保育協
會）
題：
螃蟹如何傳宗接代？從秋風響
蟹腳癢談起

藝傳石牌•全 10/07（日）
齡共讀★
14:00-16:00

石牌分館
2823-9634

講 師：施如君（好學校執行長）
主 題：人聲，奇蹟的治癒力－好書導讀
講座

玩 轉 文 創• 10/21（日）
FUN 起來★
14:00-16:00

東湖分館
2632-3378

講
主

師：戴樂高（樂高小小世界）
題：歡迎光臨樂高小小世界

幸福一家享閱 10/07（日）
趣★
14:00-16:00

內湖分館
2791-8772

講

師：
王懿行（愛你一輩子教育關懷
協會）
題：學習。在一起的幸福

銀向閱讀享樂 10/06（六）
活講座★
09:00-12:00

清江分館
2896-0315

主
講
主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題：
從《屍速列車》到《與神同行》
探討韓國電影的崛起

10/20（六）
10:00-12:00

講
主

師：張瑛純（立農國小）
題：臺北第一廟－慈生宮鄉土教學

10/06（六）
動物齊步走• 10:00-12:00
閱讀樂翻天系
10/27（六）
列講座★
10:00-12:00

講
主

師：蘇正文（資策會推廣處）
題：銀髮族手機直播之運用

講
主

師：蘇正文（資策會推廣處）
題：銀髮族家庭照片電子書之製作

講
主

師：陳雅萍（臺北市國教輔導團）
題：當銀髮族遇見電子書

10/13（六）
10:00-12:00

二、展
分
區

師：
李 馨 雨（Patisserie 藝 點 心
工作室）
題：
不用精製糖等素材也能做出的
解饞小西點

10/07（日） 王貫英先生紀念 講 師：游開雄（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圖書
14:00-16:00
主 題：王牌正義－消保新知與趨勢
多元探索•樂
2367-8734
講 師：凌春玉（格致視覺文化）
活悅讀講座
10/14（日）
主 題：文化 x 旅行 x 邂逅－日本博物館
14:00-16:00
旅遊巡禮
講 師：陳煥堂（意翔村茶）
Monthly 閱 讀 10/26（五）
文山分館
主 題：烏龍茶人：教你喝茶一定要知道
品茶趣★
19:00-20:30
2931-5339
的事
趣 味 園 藝： 讓
10/16（二）
植物陪您過生
14:00-16:00
活★

講 師：陳素梅（電腦講師）
主 題：手機 google 好好玩

講
主

長安分館
2562-5540

性別平等講座 10/21（日）
★
14:30-17:00

講 師：陳素梅（電腦講師）
主 題：手機 Line 好好玩

10/18（四）
10:00-12:00

10/28（日）
13:30-16:30

10/13（六）
科普小學堂★
09:00-12:00

師：吳德朗（台北印度愛樂中心）
題：玄奘錯失的桑吉佛教遺跡

10/28（日）
14:00-16:00

西園分館
2306-9046

10/28（日）
13:30-16:30

2018 市 民 生 10/20（六）
活講座★
14:00-16:00

師：沈富雄（前立法委員）
題：臺灣未來的前途

師：陳冠州（星球旅遊）
題：喀拉拉香料之路

留學中心講座

影片欣賞講座

師：林俊彬（中國醫藥大學）
題：揚眉吐氣：我有氣胸怎麼辦

講
主

10/06（六）
14:00-16:00

西
區 時光電影院

師：
黃凱文（臺大醫院外科部一般
外科）
題：微創治療新趨勢

10/27（六）
10:00-12:00

總館 9 樓多功能
活動室
2755-2823#2301
總館 11 樓研習教
室
2755-2823#2301

中醫保健•美 10/21（日）
食季節講座
14:00-16:00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題：沉默茱麗葉（輔 12）

講
10/13（六） 總館 10 樓會議廳
主
每月一書講座
14:30-16:30 2755-2823#2112
「 遇 見 ‧ 心 10/12（五） 總館 10 樓會議廳
希望」影展
14:00-17:00 2755-2823#2801

講

題

吉利分館
2820-1633

覽
活動項目

全
「性別平等」主題書展
館

展期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10/01-10/31

總館、分館及民眾閱覽室
2755-2823#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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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電療與對待、自我追尋時的放浪形骸、在唱片業締造的不俗成績，到最後與
生命摯愛的邂逅、真正為寫作而做的努力與犧牲。
最令人揪心之處莫過於保羅與父親的拉扯。導演奧古斯托並沒有為了替大

朝聖之旅：保羅科爾賀
（The Pilgrim）

師作傳而一味掩蓋其莽撞任性的一面，反而交叉剪輯保羅打字、父親蓋宅、母
親彈琴的畫面互為對照，讓觀眾咀嚼其間異同。
何謂夢想？夢想只會有一種形貌？保羅的作家夢和父親的豪宅夢不都需要
全然的付出與犧牲？如果追尋夢想要被視為不務正業，那麼為了生存而守成，
是否等同泯滅自我的酷刑？人生沒有白走的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導演完

導演：奧古斯托
（Augusto, Daniel）
級別：輔導級
索書號：987.83 2445

整刻劃了保羅的低谷與巔峰，給予觀眾最鏗鏘的答案。
作家之路無它，除了寫，還是寫。但在電影中，年近不惑的保羅卻一個字
也交不出來。勇敢放掉在唱片業掙來的安逸現況，再次提筆竟是無盡懷疑。「你
真以為會有人想看你寫的東西？」這句意圖讓保羅自我否定的話語，從青年一路
尾隨至中年，從外人衍生到自身。凡是任何「有出息」的念頭，似乎都在對保羅
苦苦相勸。而世上所有的否定，都比不上自己對自身的否定。就在即將遺棄自我

當你真心渴望某樣東西時，整個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助你完成。
When you truely want something , all the universe conspires in helping
you to achieve it.
這句家喻戶曉的經典名言，出自《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El Alquimista》作者
保羅科爾賀 Paulo Coelho 之筆。但是，在這句話尚未傳頌全球之時，它跟許
多備受冷落的文字一樣，頻頻遭到退稿的命運。在保羅戴上「暢銷奇蹟」這
頂金桂冠之前，沒人相信他的文字會成為當代人的信心魔法。就連保羅本人
也難以想像，自己的著作將會被翻譯成 80 種語言，風靡 150 多個國家，創下
165,000,000 冊的銷售紀錄。
電影《朝聖之旅：保羅科爾賀》英文片名 The Pilgrim（朝聖），便是年過
不惑的保羅，在走完孔波斯特拉的聖地牙哥朝聖之路（Route of Santiago de
Compostela）後寫就的小說。電影以此書名作為保羅傳記的重大標誌，不僅說
明這趟旅程如何改變其作家生涯，更讓他在多所磨難的生活裡重拾信心，一舉
躍升拉丁美洲最具影響力的人性小說大師，成功逆轉人生。
《朝聖之旅：保羅科爾賀》巧妙編織老中青三大階段的保羅，以 2013 年《牧
羊少年奇幻之旅》二十五週年慶現況，穿插發生在 1960 年代少年保羅和 1980
年代中年保羅身上的故事。不論是與父親長達數年的衝突、於精神療養院所受

麥田書香
(Have You Ever Been to the Moon )
導演：保羅傑諾維西 (Paolo Genovese)
級別：普遍級
索書號：987.83 4074
從一個時尚服裝界的佼佼者，突然變成農莊的女主人，這是何等的落差？但整齣
戲的過程，也是建立在這個對比之上，從而讓雙方都各有機會，去吸取過去不曾有過
的生命經驗，也因此而有了彼此的共融與領納。雖然有些略顯誇張，但喜劇作品，本
來都是不離開這些被放大的元素，否則又如何能稱為喜劇呢？
桂雅的工作是服裝時尚雜誌的總監，換句話說，她執掌了流行趨勢。她必須來往
於米蘭與巴黎最兩個時尚之都，她可以了解服裝的變化，但卻無法了解土地的變化。
我們居住的這個世界，從土地中蘊含了許多的無形力量，如果你不仔細聆聽或凝視，
就無法體會這緩慢而無聲的變化。
你可曾在早晨醒來，突然發現樹幹又長出嫩芽？含苞的花朵已經綻放。剎那間清
澈的流水聲變得更悅耳起來，於是你就享有了美妙的一天，而這些都來自內心的愛與
領受。
越是在匆忙的都會中，我們越無法領納美好的環境，因為雜事纏身，所有的專注
力便全都放在解決事情方面，其他的器官便會自動關閉，於是你便活得更為粗心，甚
至因此而顯得暴躁易怒。
都會中也讓我們學習更加努力，在一切向「錢」看的共鳴下，馬可這位律師是一
名代表，他可以替主教避稅，也處處計較該如何為自己節稅。當馬可請桂雅吃飯，而
桂雅拒絕他的求婚時，他楞在原地，隔壁的太太提醒他：你不追過去嗎？他回答道要
拿發票來避稅。
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答案，但馬可的求婚也是可笑的，他的立意是先結婚一年
後就離婚，然後桂雅可假裝向他索取贍養費，如此就能達到避稅的目的。這樣的律師
性格當然很會精打細算，但相信地球上很難有女性，願意接受他這種荒誕的提案。
相較之下，嵐佐是農場的總管，他對牛、雞各種動物的理解，也對土地的屬性瞭
若指掌。其實他也是一個相當風趣幽默的男士，要不然桂雅也不會在剛見面不久，就
與他有了親密關係。也就是說，從他身上有種特殊的氣質，深深吸引了桂雅。
有趣的是，桂雅是有男朋友的，但她卻與剛認識的嵐佐上床。但另外遠在天邊的
馬可，也在電話中敷衍她幾句，因為他也忙著跟另外一名女子偷情。

的非常時刻，仍有一人相信保羅的寫作才華，那個人便是他的妻子克莉絲。
導演在片中重現克莉絲對保羅全然的愛與信任。她不但悄悄為保羅備妥機
票，助他踏上凝鍊出《朝聖》一書的關鍵旅程；更在保羅四處低頭向藝文觀眾
推銷著作時，給他最溫暖的支持與鼓勵，讓他一次次從挫折中振作起身。若無
克莉絲撐起堅強的後盾，保羅很有可能會躲藏在既有成就，就此被慣性奴役。
是克莉絲協助保羅解放了禁錮四十年的寫作魂。
電影運用了神秘手法描述保羅與 RAM 教團（R 代表嚴厲，A 代表情感，M
代表仁慈）的交會，並以段落式旁白帶出保羅信奉的核心價值。這些超脫表意
的奇遇與格言，成了電影與保羅作品精神最為呼應的橋段。片中最為觸動人心
的話語，出現在保羅被眾多出版社拒絕、又即將被自己遺落的頹危片刻。靜靜
地，保羅對自己的靈魂傾訴：「保持靜默，留心各種徵兆。每一刻都是改變的
契機。」
一個瞬息轉念，讓保羅細細拾起被自己棄散的書稿，再次叩訪一家家出版
社，而這就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能被廣傳於世的改變契機。保羅用他不被
看好的人生，逐字逐句淬鍊出暢銷經典。他的故事已然超越文學兩字所能界定，
讓他榮登唯一翻譯版本超越莎士比亞的當代作家，持續為廣大世人施展文字魔
法，鼓舞一縷縷為夢想燃燒的靈魂。

（館員沈宗霖推薦）

這種各行其道的生活型態，是一
種社會未來的趨勢，過去很多的教育，
教導我們要以家庭為重，因為所有的
思緒都必然朝家庭為優先考量。但未
來的社會，更強調個人的特質，當眼
前出現的現象是愉悅的，他的考量便
以個人感受為基準。
其實這是哈佛大學展望學的預測，
其時間是二 0 三五年會影響全世界，
但這個趨勢似乎來得更快，我們無法
批判這個現象，因為大趨勢絕對是無
人能擋的。
「麥田書香」營造了好幾組人物。而他們都忽略了旁邊的珍愛，總以為向外放射
才能找到真命天子，費力切與瑪拉明明就住在隔壁，但卻必須用網路交談，甚至每個
人都各自取了一個代號，像「叛逆天使」聽起來就很來勢，但卻是個禿頭，這讓瑪拉
相當失望。
網路讓人的資訊接觸越來越快，甚至可以異地來處理公司的事，這是社會上一種
極大的變化，卻也使得每個人心生戒心，生怕被對方識破自己的秘密，因此把真實姓
名隱藏起來，採取一個綽號或英文名字，保持一點神秘感，似乎已經變成常態了。
但這不也正是宣告人已失去了彼此信任的契機？無法真正認識的人，你要如何與
他交心？於是這個世上就變得更加疏離了。
社會的變化往往會影響人格的變化，很多的所謂道德觀念不斷地瓦解，也不斷地
再被創造。這可歸納為人類的一種進步嗎？其實道德是一種文化的呈現，但情慾卻屬
於人性。因此不管世態如何變化，人性的考量永遠是第一要素。
嵐佐與桂雅的戲是以三起伏來做鋪陳，這也是連續劇常使用的情節，從認識相愛、
因誤會而分手，再以搭救又重新復合，在複染的情節中，使得觀眾的心起起伏伏，而
到最後當然是喜劇收場。
問題是兩個人的工作型態是極端的差別。一名農夫與一名時尚總監，再怎麼搭配，
似乎總是格格不入，但編導卻是有他的方法，硬是將他們湊在一起，看到尾場時，相
信每個人都會會心一笑。
誠如桂雅說的，他們彼此愛著對方，所以不是人的問題，不對的是「地方」。因
為一個在都會中，另一個必須有土地種蔬果才能感受生命。於是最後他們買了一艘船，
停在巴黎塞納河，甲板上則是嵐佐的農場，而桂雅也不離開工作，兩人於是乎成就了
一番好姻緣。
但這只是戲劇電影，真正的人生真要如此做，還是會出現另外的問題，這當然是
題外話，也許人生不必有太多的計較，順著自然一切會水到渠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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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圖電影院

總
館
親子電影院

舉辦地點
洽詢電話

10/28（日）14:00 十二生肖（護）
第 2、4 週

每週二 18:30
10/02 奇異博士（輔）
10/09 神鬼傳奇（輔 12）
10/16 敦克爾克大行動（輔 12）
10/23 玩命再劫（輔 12）
10/30 黑塔（輔 12）

總館 B2
演講廳
27552823#2801

每週日 10:00
10/07 銀髮阿基德失序森林（普）
10/14 開運兔（普）
10/21 CARS 3：閃電再起（普）
10/28 表情符號電影（普）

總館 8 樓
團體欣賞室
27552823#2801

週三 14:30

週三童樂會
10/17 我的孫悟空（普）
－兒童影片欣賞

王貫英先生
紀念圖書館
2367-8734

10/31 怪物的孩子（普）

每週六 16:00
10/06 女孩別哭（普）
大安假日電影院 10/13 愛情，倒數計時（護）
10/20 心靈重擊（護）
10/27 勇敢說愛你（護）

大安分館
2732-5422

林老師說故事兒
10/13（六）14:30 老虎的長褲子
童劇團
木柵兒童電影院 10/24（三）14:00 功夫熊貓（普）

10/13（六）09:30 威爾第一假面舞會（表演）
表演藝術同樂會
10/20（六）09:30 芙蓉仙子（歌劇）
每週三 14:30
10/03 打獵季節－獵人不要來（普）
兒童電影院
10/17 貓狗大戰－珍珠貓大反撲（普）
－週三 FUN 電影
10/24 追夢小海豚（普）
10/31 馬達加斯加－爆走企鵝（普）

六合分館
2729-2485

每週五 18:30
10/05 薩利機長：哈德遜奇蹟（護）
三興週五電影 YA 10/12 王牌大主廚（普）
10/19 名畫的控訴（護）
10/26 戀妻家宮本（普）

三興分館
8732-1063

每週日 14:30
10/06 異星智慧（輔 12）
萬興假日電影院 10/13 紙上城市（輔）
10/20 溺水小刀（輔）
10/27 條子超大條（護）

萬興分館
2234-551

松山分館
2753-1875

每週日 14:00
10/07 舞動樂章（護）
景新假日電影院 10/14 擁有神之舌的男人（普）
10/21 博物館驚魂夜 3（護）
10/28 神力女超人（護）

景新分館
2933-1244

10/27（六）10:00 紐約轉角遇到愛（護）

10/11（四）14:00 型男親情日記（護）
週四樂齡電影院 10/18（四）14:00 超級大玩家（普）
10/25（四）14:00 百歲老人翹家去（護）

三民分館
2760-0408

每週六 16:10
10/06 鋼之煉金術師（護）
永春假日電影院 10/13 手紙（普）
10/20 徬徨之刃（護）
10/27 來自硫磺島的信（護）

永春分館
2760-9730

每週日 14:00
10/07 再一次說愛你（護）
大直假日電影院 10/14 非典型家庭（輔）
10/21 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奧斯陸（輔）
10/28 書法女孩（普）

大直分館
2533-6535

每週日 14:00
10/07 彩虹保衛隊（輔）
大同假日電影院 10/14 媽媽要我愛男人（護）
10/21 女人出走（普）
10/28 罰球線上（普）

大同分館
2594-3236

每週日 10:00
10/07 絕地救援（護）
延平假日電影院 10/14 世界異戰（輔）
10/21 丹麥女孩（輔）
10/28 獵巫行動（輔）
雙週 週日 14:00
建成假日電影院 10/14 古魯家族（普）
10/28 美味情書（普）
每週日 14:00
10/07 絕地 7 騎士（輔）
萬華假日電影
10/14 乒乓永遠 OK（普）
院－電影萬花筒
10/21 致命第六感（輔）
10/28 家有兩個爸（護）

每週五 18:30
10/05 功夫（輔）
南
木柵星光電影院 10/12 跆拳道（護）
區
10/19 葉問（護）
10/26 一代宗師（護）

好時光
假日電影院

每週三 14:00
10/03 大英雄天團（普）
親子美育
星期三來趣看電
10/17 哆啦 A 夢：奇蹟之島（普）
數位圖書館
「癮」
10/24 原子小金剛（普）
2651-8163
10/31 閃電 11 人劇場版：最強軍團王牙來襲（普）

西
區

哈特 HOT
假日電影院

總館 8 樓
團體欣賞室
27552823#2801

錫口電影院
東
區

放映時間

每週日 14:00
10/07 幸福特快車（普）
10/14 野狼歷險記（普）
10/21 十月的天空（普）
10/28 意外的戀愛時光（普）

木柵分館
2939-7520

永建分館
2236-7448

10/03（三）14:00 哈利波特：火盃的考驗（護）
10/17（三）14:00 哈利波特：鳳凰會密令（護）
週三童趣電影院
10/24（三）14:00 哈利波特：混血王子的背叛（普） 李科永
10/31（三）14:00 哈利波特：死神的聖物 I（護） 紀念圖書館

週末彩繪影展

10/13（六）14:00 因為愛情：在離開他之後（護） 2883-3453
10/20（六）14:00 因為愛情：在她消失以後（護）
10/27（六）14:00 愛在他鄉（普）

唭哩岸影展
－橘子電影院

10/24（三）14:30 打獵季節（普）

唭哩岸影展
－樂齡電影院

10/17（三）好好玩自然－蘭嶼海蛇夜明珠（普）

吉利分館
2820-1633

唭哩岸影展－
10/20（六）14:30 看見臺灣（普）
午後時光電影院
每週日 14:00
10/07 末日迷蹤（護）
葫蘆堵假日電影
10/14 祈禱愛（普）
北 院
10/21 天才柏金斯（護）
區
10/28 再一次 20 歲（普）

葫蘆堵分館
2812-6513

清江電影臺

每週日 14:00
10/07 瀟灑搶一回（輔 12）
10/14 彩虹保衛隊（輔 12）
10/21 高年級實習生（護）
10/28 親親熊老爸（輔 12）
◆ 10/28 映後有電影讀書會

清江分館
2896-0315

內湖 FUN 電影

10/20（六）10:00 不老交響夢（普）

內湖分館
2791-8772

建成分館
2558-2320

週三 FUN 電影

每週三 14:00
10/03 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輔）
10/17 關鍵少數（普）
10/24 波西傑克森：妖魔之海（護）
10/31 悲慘世界（輔）

東湖分館
2632-3378

萬華分館
2339-1056

每週三 18:30
10/03 你的名字（普）
西湖週三電影院 10/17 伴我琴深（普）
10/24 十月初五的月光（普）
10/31 回聲戀習曲（護）

延平分館
2552-8534

西湖分館
2797-3183

一、成人及青少年研習班
區
別

班別

印尼朋友來學習－電腦班★

總
館

時間
每月第 2、4 個 週四 13:30-15:30
（至 108/04/14 止）

印尼朋友來學習－英文初 每月第 2、4 個 週四 13:30-15:30
（至 108/04/14 止）
階班★

舉辦地點
洽詢電話
總館 9 樓電腦教室
2755-2823#2900
總館 10 樓會議室
2755-2823#2900

臺灣語初級研習班

每週三 14:00-16:00
（至 108/01/02 止）

漁樵詩詞吟唱班

每週二 18:50-20:50（至 12/25 止）

銀養料理輕鬆煮＊

每週一 14:00-16:00（至 10/29 止）

東
區 八段錦與太極 13 式＊★
達摩易筋經養生功＊★

永春分館
2760-9730

每週二 14:00-16:00（至 11/27 止）

每週五 18:30-20:30（至 10/19 止）

松香讀書會
東
區 愛麗絲英文讀書會

彩虹讀書會
Happy 讀書會
NY Times 英文讀報會

三民分館
2760-0408

每週三 09:30-11:30（至 12/05 止）

詩話人生讀書會

活力逆齡武夠讚＊★

每週三 14:00-16:00（至 12/05 止）

樂活微電影讀書會＊★

西 臺語歌謠賞析班
區
師法自然－山水畫研習班

每週一 13:30-15:30（至 10/29 止）

大同分館
2594-3236

每週一 09:30-11:30（至 10/22 止）
每月第 2、4 個週四 09:30-11:30
（至 12/27 止）

延平分館
2552-8534

文山樂齡平板電腦及智慧
每週五 14:00-16:00（至 12/28 止）
型手機 1 對 1 教學＊

景新分館
2933-1244

一指學平板－平板電腦體 每週六 10:00-11:00
（至 10/27 止
南 驗教學★＊
區
英語學習研習班★
每週日 10:00-11:30（至 12/09 止）

景美分館
2932-8457

法律扶助基金會
駐館律師法律諮詢★

每月第 2、4 個週四 14:00-17:00
（至 12/27 止）

鉛筆素描初級班★

每週四 18:30-20:30
（至 12/27 止，休館日暫停）

烏克麗麗好好玩★

每週一 13:30-15:30
（至 12/10 止）

107 年度插花研習班

每週三 14:00-16:00
（至 12/26 止）

107 年度拼布研習秋季班

每週五 18:30-20:30
（至 11/30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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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山分館
2931-5339
木柵分館
2939-7520

清江分館
2896-0315

天母分館
2873-6203

班別
喜閱讀書會

時間

經典小說讀書會（週二）

舉辦地點
洽詢電話

第 2、4 個週二 10:00-12:00

布瓜兒童閱讀帶領人讀書 上午場：第 1 個週二 09:00-12:00
下午場：第 1 個週二 14:00-17:00
會★
COSMOS 日文讀書會

蘭心媽媽讀書會
太極拳讀書會
西
大師讀書會
區
欣園媽媽讀書會
青少年古文觀止讀書會
彩虹生命教育志工大直團
隊讀書會

每週第 2、4 週週四 9:30-11:30
（至 12/27 止）

總館 11 樓
研習教室
2755-2823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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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日語新聞讀書會＊

每週一 09:00-12:00
（至 12/31 止）

總館 B2
多功能活動室
2755-2823#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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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個週四 09:30-12:00（至 12/13 止）

第 2 個週五 09:00-12:00（至 11/09 止）
每週三 16:00-21:00（至 12/26 止）
每週四 09:30-12:00
（休館日暫停，至 12/27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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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12/26 止）
每週四 09:00-11:00
（休館日暫停，至 12/27 止）
每月第 1 個週日 09:00-12:00
（至 12/02 止）

道藩英語讀書會
愛閱親職讀書會
永心讀書會

英閱人青少年英文讀書會
每隔週六 16:30-18:00（至 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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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生命教育分享體驗讀書會
區
輕旅行讀書會

每週二 09:00-11:00（至 12/25 止）

樂活玩手作－手作讀書會
英文讀書會

每月第 1 個週二 10:00-12:00
（至 12/04 止）
每月第 2、4 個週二 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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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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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江讀書會
愛家社區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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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12/26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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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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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勢吉利讀書會

每週一 14:00-16:00（至 12/24 止）

逗陣讀書會
生活日語讀書會

每週二 13:30-16:30（至 12/25 止）
每週四 09:00-11:00（休館日暫停）
上午班：每週五 09:30-11:30
下午班：每週五 13:30-15:30
（至 12/28 止）
每週二 19:30-21:00（至 12/25 止）
每週四 19:30-21:00
（至 12/27 止，休館日暫停）
每月第 3 個週五 14:00-16:00
（至 12/21 止）
每月第 4 個週三 19:00-21:00
（至 12/26 止）
每週二 15:00-17:00
（至 10/02 止；09/25 暫停）
每週三 09:30-12:00
（至 2019/01/02 日止）
每月最後 1 個週四 13:30-16:30
（至 12/27 止）

共好讀書會
蘇菲學堂讀書會
楓香讀書會

英文讀書會
北
區 中國經典讀書會
生活英語互動讀書會
圓緣婦女讀書會

總館 9 樓
多功能活動室
2755-2823#2301

第 2、4 個週二 09:30-11:30
（至 12/25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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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一書讀書會

好書好說說故事讀書會

二、成人及青少年讀書會

總
館

每週五 09:30-11:30（至 108/02/01 止）

大好樂活讀書會

我動故我在＊★

樂齡手語舞蹈班＊★

區
別

龍華讀書會

新韻婦女成長讀書會

喜悅讀書會

SmartPhone 樂 齡 玩 手 機 ＊
每週五 09:00-12:00（至 10/05 止）
★

北
區

心靈捕手讀書會
單人舞讀書會

每月一書讀書會

閩南語讀書會

每週二 09:30-11:30（至 11/27 止）

每週二 09:30-11:30（至 12/25 止）
每月 2、4 個週六 09:30-11:30
（至 12/22 止）
每月 1、3 個週五 09:30-12:00
（至 10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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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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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一 13:30-17:00（至 108/01/14 止）
每週二 09:30-11:30（至 108/01/15 止）
每月第 1、2 個週三 19:10-20:40
（至 11/14 止）
每週二 09:00-11:00（至 108/01/15 止）
每週五 10:00-12:00（至 108/01/11 止）

明盲讀書會

漫畫家創意讀書會

每週一 09:00-12:00（至 12/31 止）

成人書法班

三民英文讀書會

終身學習讀書會
能量繪本與生命對話★
2018 每月一書讀書會

智慧理財讀書會

三民分館
2760-0408
啟明分館
2514-8443

中崙分館
8773-6858

松山分館
2753-1875
永春分館
2760-9730

三興分館
8732-1063

龍華民眾閱覽室
2785-1740
延平分館
2552-8534
中山分館
2502-6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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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興分館
2234-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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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利分館
2820-1633
石牌分館
2823-9634
天母分館
2873-6203

內湖分館
2791-8772

西湖分館
2797-3183
東湖分館
2632-3378
葫蘆堵分館
2812-6513

一、兒童讀書會 ․ 研習班
區

活動名稱

別
總
館

東
區

日期

總館 B2
多功能活動室
2755-2823#2140

兒童英語閱讀指導

每週日 14:00-15:30

親子讀經班

每週五 19:50-20:50（至 12/28 止）

永春分館
2760-9730

萌鬼現聲－小小說書人擂臺賽★

10/20（六）14:30-16:00

舊莊分館
2782-5232

萬聖節兒童活動－妖怪塗鴉

10/27（六）13:00-14:00

龍華民眾閱覽室
2785-1740

小象想飛－親子共讀手作 DIY ★

10/14（日）14:00-16:00

親子美育數位圖書館
2651-8163

知書達禮小童生：兒童讀經讀書會 每週一 14:30-16:00（至 12/24 止）

區

南
區

西
區

中山分館 2502-6442

第 2、4 週

週六 14:30-16:00

龍山分館 2331-1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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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第 2、4 週

週日 10:00-11:30

大同分館 2594-3236

ABC 故事時間

第 2、4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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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日 14:30-16:00

建成分館 2558-2320

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萬華分館
2339-1056

10/07（日）10:00-12:00

建成分館
2558-2320

10/14（日）13:30-15:30

長安分館
2562-5540

世界動物日－動物桌遊特別活動★ 10/06（六）14:30-16:00

建成分館
2558-2320

圖書館小小兵★

10/06（六）14:30-16:00

長安分館
2562-5540

電子閱讀真有趣★

10/13（六）14:30-16:00

建成分館
2558-2320

Say Hello 英語故事時間

第1週

妳我她－國際女童專題活動★

10/13（六）14:00-16:00

東園分館
2307-0460

林老師說故事

每週六 14:30-16:00

親子讀經班

每週五 19:00-21:00（至 12/28 止）

大直分館
2533-6535

各分館
2755-2823#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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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木棉花兒童讀書會★

每隔週三 18:30-20:00
（至 11/28 止）

小天使親子讀經班★

每週三 19:15-20:45
（至 12/26 止）

萬興分館
2234-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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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山樂齡祖孫親子踢踏舞

每週日 14:30-15:30（至 12/30 止）

景新分館
2933-1244

Sunny 的故事花園－
讀童書．說英語

第 2、4 週

週六 10:30-12:00

萬興分館 2234-5501

動物平權 友善城市
行動工作坊★

10/07（日）13:30-15:30

啄木鳥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每週六 10:30-12:00

親子讀經班

每週三 19:00-20:30（至 108/01/02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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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貫英先生紀念圖書
2367-8734

小瓢蟲英語故事時間

最後 1 週

Story Time 英語故事時間

第 2、4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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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Rainbow's End 彩虹樂園
英語故事時間

第 2、4 週

大安分館 2732-5422

總館 B2 多功能活動室
2755-2823#2130

Bookstart 嬰幼兒故事時間

第1週

北投分館
2897-7682
清江分館
2896-0315

南
區

每週日 09:30-11:30（至 11/25 止）

2797-3183
西中分館

每週五 19:00-20:30（至 12/28 止）

親子讀經秋季班★

每週三 19:20-20:50（至 108/01/09 止）

活動名稱

日期

8751-5497
秀山民眾閱覽室
2892-1475

林老師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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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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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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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寶貝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週五 10:0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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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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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週 週三 14:30-16:30
（至 12/19 止）

FUN 輕鬆！
週日英語故事時間

第4週

週六 14:30-16:00
週日 10:30-12:00

週日 10:30-12:00

民生分館 2713-8083

週日 10:30-12:00

LaLa Story time
兒童英語說故事時間

第3週

週日 10:30-12:00

QBABY Story Time

第3週

週日 10:00-10:30

林老師說故事
大手牽小手，一起動一動

10/06（六）10:30-11:10

力行分館 8661-2196

景新分館 2933-1244

每週六 14:30-16:00（士林分館、稻香
分館館舍重建暫停辦理）

各分館及
秀山民眾閱覽室
2755-2823#2130

第 2、4 週

週六 14:30-16:00

石牌分館 2823-9634
吉利分館 2820-1633

班比英語故事時間

北
區

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第 2、4 週

週日 14:30-16:00

第 2、4 週

週日 14:30-16:00

第1週

週日 10:30-12:00

每月第 2 個週日 10:00-11:30
週日 14:30-16:00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2883-3453
西湖分館 2797-3183
天母分館 2873-6203
北投分館 2897-7682
石牌分館 2823-9634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2883-3453

瑞比特英語故事樂園

第3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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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日 10:30-12:00

雙週

文山分館 2931-5339

週六 10:30-11:00

每週六 10:00-11:30

每週六 14:30-16:00（第 2 週停辦）

民生分館 x 松山親子館
玩具圖書館外展服務

歡喜閱讀 ABC
兒童英語樂園

總館 B2
多功能活動室
2755-2823#2140
林老師說故事

週六 10:00-11:30

王貫英先生
紀念圖書館
2367-8734

西湖分館

西中讀經班★

林老師說故事

東
區

週六 14:30-16:00

10/06（六）13:30-15:30

二、兒童 ․ 中英文說故事時間

總
館

第 1、3 週

10/06（六）10:00-12:00

北 西湖親子讀經班
區

區
別

各分館
2755-2823#2130

林老師說故事

東園分館
2307-0460

動物平權 友善城市
行動工作坊★

西

每週六 14:30-16:00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吉利分館 2820-1633

三民分館 2760-0408
龍華民眾閱覽室
2785-1740

東湖分館 2632-3378

親子美育數位圖書館
2651-8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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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