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本館榮獲 107 年度教育部「社會教育 「視障服務志工隊」榮獲臺北市「優良
貢獻獎」 感謝愛閱市民陪伴
志工團隊金鑽獎」
教育部於 10 月 25 日公布「107 年度社會教育貢獻獎」得獎名單，本館以「提
107 年度臺北市第 22 屆「優良志工金鑽獎」得獎名單揭曉，本館「視障服
供優質的閱讀服務，為讀者打造便利的圖書資訊環境」，榮獲社會教育貢獻獎 務志工隊」獲得優良志工團隊的殊榮。
―團體獎的肯定。
本館啟明分館係臺北市政府考量視障者之閱聽需要，決定在啟明學校遷校
本獎項旨在表揚對社會教育具有卓越貢獻之團體或個人。本館透過長期深 後於原址改設，並於民國 83 年 9 月 30 日成立，為全國第一所視障專門圖書館，
耕的閱讀能量，不斷延伸的創新服務，在評審中脫穎而出，再度獲得肯定，這 除提供視障朋友進修、學習之場所外，並成立視障專書資料室，蒐集國內外視
不只是一份鼓勵，更是一份期許，期許臺北市立圖書館能成為每位讀者生活中 障相關文獻、剪報等供研究視障者參考，長期以來一直是圖書館界視障服務之
學習和生活的最佳夥伴。
重鎮。同時 104 年度更獲選為教育部書香卓越典範館，不僅整修館舍，亦提出
業務精進計畫。啟明分館服務面向極廣，除為視障者服務外，同時開放部分資
源供一般民眾使用，並辦理各式活動增進明眼人與視障者的交流，進而促進主
動關懷無障礙的友善社會，如此繁多的業務，有賴館員和具服務熱忱的志工團
隊通力合作，才能順利完成。
本館為提升服務品質，激勵士氣，並落實主動親切的讀者服務，形塑公務
視障服務志工團隊長期以來協助本館製作有聲書、點字書、雙視圖書等重
人員優質形象，依據「臺北市立圖書館禮貌服務人員選拔要點」，舉辦禮貌服 製資料，錄製啟明之音有聲雜誌，維持生活語音專線及讀報專線等核心業務運
務人員選拔活動，由讀者線上投票給值得鼓勵與肯定的館員。
作，並提供視障者相關的資訊服務及生活協助。另視障服務志工隊也高度自我
活動辦理時間為 107 年 9 月 1 日至 30 日，因為有您的支持，才能使本活 期許與時精進，每年度進行定期的訓練，並隨時視需求招募新血，以維持優良、
動得以圓滿順利完成，本館將持續秉持服務市民理念，讓禮貌服務之優良傳統 穩定的服務品質。
發揚深耕。經票選統計，當選本年度禮貌服務人員計 36 名，名單如下：
視障服務需要愛心、耐心、熱心及專業的投入，該志工隊長期以來秉持三
「心」服務品質，對視障讀者來說，視障服務志工團隊不只是志工，更是朋友
類 別
單 位
姓 名
和家人，該團隊不論在成果或是精神上，都足以為志願服務之典範。
閱覽典藏課－ 1 樓櫃臺
張佩郁

107 年度禮貌服務人員選拔結果揭曉

總

分

館

館

民眾閱覽室

閱覽典藏課－兒童室
石牌分館
清江分館
天母分館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葫蘆堵分館
西湖分館
東湖分館
民生分館
三民分館
松山分館
啟明分館
中崙分館
永春分館
六合分館
南港分館
舊莊分館
大直分館
大同分館
延平分館
東園分館
萬華分館
道藩分館
王貫英先生紀念圖書館
萬興分館
西中分館
親子美育數位圖書館
永明民眾閱覽室
恆安民眾閱覽室
蘭州民眾閱覽室
柳鄉民眾閱覽室
延吉民眾閱覽室
成功民眾閱覽室
安康民眾閱覽室
萬芳民眾閱覽室

張慧明
邱莉雯
鍾淑芳
陳鈺青
游毓琪
陳建州
陳靜誼
許雯媗
莊瑞璘
李美玉
高郭美珠
張瑞青
李央晴
胡怡安
程徐竹敏
林溫娜
游智中
馬先智
彭子玲
連庭芳
蔣宜蓁
林慧英
陳岱倫
洪啟彰
王馨鎂
周明燕
曾靖雯
李鳳珠
蔡慧君
林美玉
趙心儀
林琪惠
許儀梅
張淑芬
傅之穎

「愛在服務」北市圖書香志工獲得金鑽
獎殊榮
107 年度第 21 屆臺北市「優良志工金鑽獎」於 11 月 9 日晚間舉辦盛大的
表揚大會，本年度本館木柵分館許英鏘女士及吉利分館金志弘先生同時榮獲「優
良志工金鑽獎」殊榮。

許英鏘女士

熱心盡責志工的導師

許英鏘女士自民國 93 年 11 月加入本館志工服務行列，肇因於退休後希望
能貢獻一份心力，選擇了喜愛的圖書館回饋社會，14 年來總是開心盡責地到館
服務，精神足為表率。
許女士除了協助本館圖書整理之外，應用自身服務經驗，協助木柵分館及
萬興分館的志工教育訓練，主動關懷協助新進志工，讓志工夥伴在溫暖的環境
下順利上手與快速成長，有效凝聚志工向心力，發揮巨大的志願服務能量。

金志弘先生

助人最樂得力的夥伴

金志弘先生自公務生涯退休後，秉持著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參與志願服務
工作，實為「活到老，服務到老」又所謂「犧牲享受、享受犧牲」的體現，自
覺得之社會者眾，行有餘力則回饋社會，以盡心盡力態度做好社會服務工作。
金先生除擔任本館書香志工外，亦同時擔任國立臺灣圖書館陽明山中山樓、
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臺北市立美術館等地方志工，
不論在行政協辦、機構導覽解說、展場服務、戶外活動的帶領上，均讓人感受
到其服務助人的熱情及專注，可以說是為志願服務做了最佳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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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休館資訊

12 月 6 日（週四）休館日

《麻達快跑》

《屏東文學青少年讀本：新詩卷》

作者╱陳榕笙

作者╱林秀蓉、傅怡禎主編

繪者╱貓魚

出版╱屏東縣政府

出版╱巴巴文化

適讀年級╱國中

適讀年級╱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索書號：863.51 4424

索書號：J863.859 7548

書 中 共 有 三 輯， 分 別 以
「地與景」、「史與事」及「人
與物」為主題，搜集臺灣近年
來發表的詩作，集結了 40 位
當代詩人 49 首詩作，每篇詩
作都含有屏東符號。
書中除了介紹詩作的作者
外，更在每首詩後，安排「作
品賞析」談述詩作的創作背景
與相關的延伸閱讀，提供讀者
在欣賞詩選的過程中，有更深
的認識與體認。
在青少年讀本的範疇中，
「新詩」是比較不易見的文類。
尤其此書中節錄的新詩包含了
各式面向，從自然野趣到思鄉
情懷到社會議題，可以說編選
十分用心。
透過這些詩選，不但讓青
少年認識南臺灣屏東人文風
情，更能欣賞詩選中的隱沒之
情。
（蒲公英閱讀故事閱讀推廣協會總幹事王怡鳳老師推薦）

相較本土創作偏好「鬧
一 場 就 好 」 的 耍 寶 嬉 戲，
《麻達快跑》則無疑是鶴
立的誠意之作。
自身邊蔓草湮沒的歷
史遺跡「飛番墓」發想，陳
榕 笙 深 掘 史 書， 鉤 沉 西 拉
雅程天與父子因「善走」，
獲 乾 隆 皇 帝 召 見 的 傳 奇。
作 者 宏 大 的 企 圖 心， 不 只
單 純 重 寫 故 事， 而 是 以 此
平 臺， 架 構 再 現 原 民 在 母
親的土地上，特有的信仰、
儀 式、 習 俗， 種 種 專 屬 的
生 活 細 節。 小 說 主 角 看 似
奔 跑 的 麻 達（ 少 年 ） 焦 力
烈， 但 作 者 更 著 力 摹 寫 公
廨、 屘 姨、 阿 立 祖， 幾 近
失傳的族群文化內蘊。
類近臺語默片時代「辯士」上身，作者善用「畫外音」旁白插話，
於情節推進中途，同步解說關鍵處的歷史背景與文化「名詞」，為虛構
小說豐厚了知識的含金量。插畫家貓魚放恣野性的繪圖筆觸，讓讀者眼
睛一亮，也為全書加分不少。對照開篇〈逐鹿〉3D 環景身歷聲，大場面
步步驚心，收束處〈面聖〉刻意回返自省，似嫌配速失當，失卻衝線時
的爆發力度。對主要人物（父親沙賴、千總大人李岩）內心轉折刻畫未
盡細膩，是作者接續攀峰當用心踏實的施力點。
（《聯合報》副刊組編輯王開平老師推薦）

《因為尋找，所以看見：
一個人的朝聖之路》
作者：謝哲青
出版社：時報文化
索書號：746.19 0455

與過往不同，哲青這次的文集，除了傳遞他所擅長的人文、歷史與
藝術，在這趟古道之旅，也獲得更開闊的人生省思：探索真實、回顧過
去、尋求方向，在孤獨中重拾遺忘的自己，前往生命的繁星之地，並且
寫下沿途的體悟和感動，是出書以來最坦誠感人的一部療癒之作。

◆作者介紹
謝哲青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藝術史及考古學碩士，身兼主持人、作家與旅行
家的身分。現為《青春愛讀書》的主持人。具有豐富的學養和多領域的
涉獵，曾被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報紙專題報導。著有《鈔寫浪漫：
在這裡，世界與你相遇》、《星空吟遊》、《走在夢想的路上》、《歐
◆書目介紹
遊情書：因為太美，一定要說給你聽的風景》等多本著作，百科全書式
在世界各地都留下足跡的謝哲青，這次踏上了「聖雅各之路」，向 的行文風格，深受廣大讀者喜愛。
未知探尋，所帶出的一部靈魂放遊書寫。橫越法國與西班牙的聖雅各之
◆每月一書系列講座
路是一條千年古道，每年總吸引不少虔誠的教徒來此朝聖。哲青發現，
在旅途的不同階段，總會丟掉一些東西，最後再全部拼湊回來後會察 主講人：謝哲青 先生（本書作者）
講座時間：12 月 1 日（六）18:30
覺，那些失去的東西其實本是不必要的。
這趟朝聖之旅，讓哲青重新感受時間、學會獨處、修補內心並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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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忘的自己。透過《因為尋找，所以看見》一書，哲青要和讀者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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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在聖雅各之路的體悟和感動。這本書是哲青的療癒之作，閱讀此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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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讓讀者看見他最坦誠感人的一面。

愛書亞市圖大歷險－力行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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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了清江分館後，愛書亞來到了座落於人文薈萃、風景優美之景美
溪河畔的力行分館。
搭乘電梯來到 5 樓，一進入館內就可以找到溫暖舒服的「奇幻閱讀城
堡」，親子、小朋友可以在城堡內找一個喜歡的角落，或坐或趴，盡情地
徜徉於閱讀的世界裡。
對閱讀相當有自己看法的館員每月皆會推出主題書展，因應當紅戲劇，
力行分館 12 月更推出「穿越時空看清朝」主題書展，讓喜愛看穿越劇的愛
書亞對清朝宮廷又有了不一樣的想法。
鄰近景美女中、實踐國中、實踐國小、力行國小，外圍更有考試院、
政治大學、世新大學、東山高中、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等文教機構，身處其
中的力行分館以「臺灣文學」為館藏特色，收藏臺灣作家多年來辛勤筆耕
的成果，從他們的文字中，愛書亞深深感受到不同時空背景下，寶島人民呈現出來的生
命力。
力行分館位在大樓中高樓
層，外觀雖不太顯眼，但「飽藏
詩書氣自華」，走進力行分館，
你一定可以感受到濃厚的閱讀
氛圍，看書看累了，記得抬頭看

行天宮 FastBook
全自動借書站正式啟用
為提供民眾於搭乘捷運及候車之餘，也能輕鬆
地享受閱讀的樂趣，本館特別臺北捷運公司合作，
於捷運行天宮站設置「FastBook 全自動借書站」
( 捷運行天宮站 2 號出口前 )，並於 11 月 16 日起

力行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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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窗外的美景，天氣好的時候更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一壽街 22 號 5-8 樓

能遠眺臺北 101 喔！

電話：8661-2196

好讀電子書推薦－
《蜜蜂與遠雷》
作者：恩田陸
譯者：楊明綺
出版社：圓神
索書號：861.57 6674

正式啟用。
「行天宮全自動借書站」是本館設置的第 10

這本書描寫一群參加鋼琴競賽少年少女們的青春故

座借書站，提供 24 小時快速便利的自助借書、還

事。描述故事並不難，如何用文字描述琴音與旋律，才是

書及續借圖書，無論洽公、商務、或是休閒、旅遊

這本書最厲害的部分。
細細閱讀文字，就彷彿聲音就在耳邊，即使對古典樂不太了解的人，也能從書中獲得

的民眾，都能親身體驗到不一樣的書香旅程。
想得知本館 FastBook 全自動借書站的相關服

非常豐富的閱讀體驗。

務資訊，可至本館網站（https://tpml.gov.taipei/）

一本史無前例，同時獲得直木賞、本屋大賞的書，同時也是 2017 年日本 Amazon 排

> 服務據點 > 總館及分館閱覽室一覽表查詢，並

行榜文學類第 1 名、2017 年 Reader Store 電子書店排行榜文學類第 1 名、2017 年全日

歡迎民眾多加利用。

本銷售總排行文學類第 1 名（日販調查）、第 5 屆 booklog 大賞．小說部門大獎，誠摯推
薦！

掃碼立即讀－

更多 Ebook Taipei

蜜蜂與遠雷

臺北好讀電子書

一、講
分區

座

活動項目

電影賞析講座

舉辦地點
洽詢電話

日期

主講人、講

12/09（日） 總館 10 樓會議廳 講
13:30-16:30 2755-2823#2801 主

題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題：震盪效應（輔 12）

講
古典音樂欣賞 12/01（六） 總館 10 樓會議廳
主
講座
09:30-11:30 2755-2823#2801

師：黃志伸（古典音樂雜誌專欄作家）
題：波特小姐的故事、布拉姆斯圓舞
曲

講
12/01（六） 總館 10 樓會議廳
主
18:30-20:30 2755-2823#2112

師：謝哲青（本書作者）
題：因為尋找，所以看見：一個人的
朝聖之路

每月一書講座

樂齡講座

12/20（四）
10:00-12:00

師：陳潮宗（臺灣中醫美容醫學會）
題：透過中醫醫美給你健康自然美

總館 11 樓
講
研習教室
主
2755-2823#2117

師：笑 CC（臺灣生態教育推廣協會）
題：回到侏儸紀：恐龍考古

12/18（二）
13:30-15:20

講
主

師：田郁文（臺大醫院外科部一般外科）
題：被忽視的胰臟疾病

12/18（二）
15:30-17:00

總館 10 樓會議廳
（臺北經營管理 講
主
研究院
8732-3216）

師：戴浩志（臺大醫院外科部整形外科）
題：安心寵愛自己：追求美麗的風險

吳大猷科學沙 12/15（六）
龍
14:00-16:00

2018 現代華佗
台大開講公益
講座★

講
主

企業人文講座 12/18（二）
★
19:00-21:00

12/01-12/31

松山分館 2753-1875

啟明分館 x 慢工出版
「送給大人的圖像書」藝文展覽

12/21108/02/27

啟明分館 2514-8443

紙藝風華之「紙想遇見你」紙藝聯展

12/01-12/15
三民分館 2760-04708

東
陽光行：莊美真彩墨個展
區

總館 11 樓
講 師：林振春（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
研習教室
主 題：綑綁與鬆綁
2755-2823#2301

傳統中醫藥在 12/23（日） 總館 10 樓會議廳 講
14:00-17:00 2755-2823#2116 主
總館 現代

「與書本來場偶遇吧」主題書展

四季饗宴之冬食－飲食文化主題書展

12/01-12/31

六合分館 2729-2485

i-share 館員推薦好書主題展

12/01-12/31

龍華民眾閱覽室
2785-1740

「小說時代」主題書展

12/01-12/31

福德智慧圖書館
（永春分館 2760-9730）

心有所塗－謝李清蠟筆創作展

12/01-12/30

看見角落的獨行－生命教育主題書展
西
「家庭是一生的牽絆」主題書展
區

師：劉克襄（中央社董事長）
題：臺灣生態旅遊指南

12/17-12/30

12/01108/01/31

大同分館 2594-3236

12/01-12/31

「新聞與記者－掌握天下大小事？」主題書展

12/01-12/31

大直分館 2533-6535

回味老時光－臺北市老照片回顧展

12/01-12/31

延平分館 2552-8534

「全民守護好孕來」主題書展

12/01-12/31
大安分館 2732-5422

講
主

12/01（六）
09:00-12:00

「爺爺的天堂筆記本」
兒童溫馨療癒系列主題書展

12/01-12/31

Library x Reading 主題書展

12/01-12/20

文山分館 2931-5339

「漫步小旅行」主題書展

12/01-12/31

木柵分館 2939-7520

南
「風情義大利」館員推薦書展
區

12/01-12/31

景美分館 2932-8457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題：流浪摩洛哥（輔 12）

講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主 題：我偷窺，所以我存在（限）

12/08（六）
09:00-12:00
2018 用心看電
影
12/08（六）
14:00-17:00

東區

啟明分館
2514-8443

講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主 題：復活之謎（普）

「東南亞旅遊」館藏特色主題書展
講
主

12/15（六）
09:00-12:00

王貫英先生紀念圖書
2367-8734
「一起來看書吧－林良爺爺圖書介紹」主題書展

講
主

真人圖書館講 12/15（六）
座★
14:00-16:00

南區

Monthly 閱 讀 12/28（五）
品茶趣★
19:00-20:30

市民生態講座

文山分館
2931-5339

12/23（日）
14:00-16:00

講
主
李科永
紀念圖書館
2883-3453

北區
趣認識表演藝 12/09（日）
術－舞蹈類★ 14:00-16:00

二、展
分
區

講
主

師：廖冠樺（臺灣芒草心慈善協會）
題：借閱一場漂泊人生

師：周水池（清山寶珠茗茶）
題：臺灣的茶園與茶館

師：陳瑞祥（臺灣蝴蝶保育協會）
題：紫斑蝶的遠征

師：吳青吟（臺北皇家芭蕾舞團）
題：從宮廷到劇場：優雅的規範－芭
蕾舞

覽
活動項目

展期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第 74 梯次好書大家讀」主題書展

12/01-12/31

總館、分館及民眾閱覽室
2755-2823#2112

樂齡示範中心「107 年書法國畫成果聯展」

12/01-12/14

總館 B1 藝廊
2755-2823#2301

「喔嗨喲元氣日本」繪本主題書展

12/01-12/31

總館 B1 兒童室書展區
2755-2823#2130

童言童語：越南童書展

12/01-12/31

總館 9 樓多元文化中心
2755-2823#2901

全
館

12/01-12/31

「周遊列國－讀萬卷書 行萬里路」知行合一閱
12/01-12/15
讀書展

北
區
講
主

12/01-12/31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題：救生艇（輔）

城中分館 2393-8274

「閱讀聖誕」主題書展

12/01-12/31

延吉民眾閱覽室
2708-1964

與動物同行：臺灣本土動物圖書展

12/01-12/31

吉利分館 2820-1633

「慕夏與昆德拉：捷克美學與文學的時代巨擘」
12/01-12/31
主題書展

天母分館 2873-6203

「導演群像」主題書展

12/01-12/31

石牌分館 2823-9634

翻轉驚奇美一頁－立體書書展

12/0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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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可夜總會（CoCo）

導演：安克里奇
（Unkrich, Lee.）
級別：普遍級
索書號：791.433 U58
一般電影或故事中，談家人都是很膚淺的，大多只是個很空泛的「愛」，
可是在《可可夜總會》的故事裡面，我們清楚地認知到「家人」是如何被凝聚
在一起的？家人不僅僅是愛而已，有時家人是個累贅，他們會讓你失望、讓你
的人生更痛苦，甚至必要時會剝奪你的快樂，強迫你應該怎麼快樂。
墨西哥諺語中說「There is more time than life」，死亡只是另一種新的開
始，所以他們用樂觀的態度看待死亡，更將亡靈節視為盛大節日。這部電影一
開場，就是用亡靈節前後在墨西哥最常見的各色紙雕來講述家族前史。
節慶的核心則是迎接亡靈回到人間的家中祭壇，上面會擺死者照片、蠟燭、
生前愛物和各種食物，在片中非常絢麗。

推銷員之戀 (Hedi)
導演：阿提亞 (Attia, Mohamed Ben)
級別：保護級
索書號：987.83 7151

這部影片的背景是在突尼西亞，它在非洲的最上
方，突尼西亞的西方是阿爾及利亞，東南方是利比亞，
其地中海的海岸線有 1148 公里。
突尼西亞曾經是迦太基的發源地與國家中樞，曾在
最強盛時統治了西班牙與北非，以及地中海沿岸的零星
地區，從而成為羅馬的強敵。歌劇中常以迦太基名將漢
尼拔為題材，他曾一度要攻入羅馬帝國的首都，而後經
過幾次戰役，突尼西亞陸續受到「汪達爾王國」、「拜
占庭帝國」、「阿剌伯帝國」的統治，而更長的時間被「鄂圖曼帝國」統治。
1881 年法國開始在突尼西亞殖民，遂成為法國的保護國。第 2 次世界大
戰，德國與義大利也佔領了突尼西亞，並爆發有名的突尼西亞戰役。1956 年
突尼西亞贏得了獨立，1957 年宣告成立共和國。
2009 至 2010 年在各種評比中，突尼西亞在 133 個國家中，名列非洲第
一，世界第 40。茉莉花革命前都顯示它已經是開發中的國家，甚至可以成為
開發中國家的樣板。雖然 2008 年的金融海嘯，並未對其經濟產業結構造成
明顯衝擊，但卻重創了突尼西亞的旅遊業，當然也使其周邊產業受到影響。
這部電影的主角海地，是法國進口汽車「雪獅」的推銷員，汽車銷售量
不斷降低；還有蕾所服務的國際大飯店相當蕭條，這正是上述原因所造成。
當然還有一個 2011 年發生的，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反政府示威，從而影響了這
個國家陷入了更困頓的窘境。
這是一個簡單的故事，但卻極有層次地呼應了劇中人物的性格與自覺。
海地的母親是掌控慾望相當強烈的女人，在她丈夫死後，她更是肆無忌憚，
這其實在伊斯蘭教的國度中是較少見的。
也因為這樣，她的大兒子阿罕到了法國娶妻生了女兒莎拉之後便不再回
國。平常也絕對不讓妻女與母親見面，因為阿罕怕妻女再度落入母親的掌控
中。
二兒子的工作，似乎也都是母親依靠關係而才能上任，但當母親的卻永
遠不知道，海地其實他最想當畫家，而他的幾幅畫作，也證實他確實有這方
面的資質與天份。這更顯得汽車推銷並非他熱愛的工作，甚至可以說，推銷
員是他相當厭惡的工作。

萬壽菊會一路指引亡靈回到親人身邊－前提是要有人供奉你的照片，這也
成了推進劇情最核心的設定：一旦被活著的人遺忘，亡靈就會從死後那個世界
徹底消失。
懷有音樂夢想的小男孩米高來自一個將音樂視為禁忌的家族，他一心追夢
卻意外踏入亡靈世界。儘管這趟冒險之旅里的一波三折都很套路，但每次起承
轉合又恰到好處，推進不突兀反轉不生硬，所有意料之中的煽情點都確實感人。
保守的價值觀首先體現在「死後的世界也要分三六九等」，音樂巨星生前
受萬人追捧，死後也住在豪宅里享榮華富貴繼續被崇拜，而這種「光環」恰恰
是小男孩米高一開始所嚮往的。
對音樂的夢想和音樂事業成功所帶來的光芒在「家族血脈」的連結下變得
曖昧不清，米高的「夢想」也就投射在了「成功」的祖先身上。
雖然為了成功不擇手段的做法並不被肯定，但在大團圓結局裡，我們還是
看到：成功的音樂家會被後世追認他生前的成就。這種歌頌成功的主流價值雖
然看在小朋友眼中大概不覺有異，但皮克斯動畫也同時是拍給大人的。
從成年人的視角去看，就會多讀出一些苦澀：設想如果那些歌從來就沒有
膾炙人口過呢？無論真正的作者是誰，但如果那些音樂從來都是默默無聞的，
它們還同樣具有價值嗎？
家庭價值取向當然是另一種中規中矩的保守。畢竟這是一部親情催淚彈，
家庭至上的溫情也讓許多曾經失去至親的觀眾感受到共鳴。而從劇情的核心衝
突「夢想 vs. 家庭」來看。
最後是音樂本身的力量穿透一切，讓米高獲得了陰陽兩世家人的理解。米
高在尋夢之旅中發現家人的陪伴才最重要，實際上他選擇了「家庭」而放棄了
「夢想」，幸得家人態度大轉變才能最終平衡兩者。
（館員黃鈞泓推薦）

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都必須從自己的領域中找到
自己的興味，在自己全然做主的情況下，由自己去面對
自己的選擇，不管失敗與否，卻都必須是由自己的決定，
這正是本片的焦聚。
海地不回去參加自己的婚禮，這在突尼西亞這個國
家而言，那是相當嚴重的情形，所幸新娘的父親因為行
賄，而在婚禮第二天被捕入獄，這似乎也免去了這一件
很難解決的窘境。
海地聽從了蕾的人生觀，於是他也從新開始注目在
自己未來的規劃。兩人預備一起搭飛機離開這個國家，
但別忘了，海地與蕾一起離開，這畢竟並非自己的決定，
因此最後真正的認知是他看清了這一點，如果他隨蕾離
開，那豈不是也落入蕾的掌控中。
當蕾知道海地雖趕到了機場，但卻不願與她一起離
去，蕾對海地的決定其實是能諒解的，因此兩人相擁而
泣，在彼此都能理解與諒解中，似乎讓兩人的感情 向前
推了一步。
海地在結婚日逃婚，母親氣得與阿罕找到海地住的
飯店，阿罕也發現兩人在海邊，在這兒並未經過太多的
辯證，母親掌控的慾望在瞬間瓦解了，在這一刻她了解她再也無法掌握海地，
甚至她也必須要去面對，阿罕其實早已經脫離她的掌控的事實。
母親依靠關係為海地找到卡安蒂這門親事。坦言說，這應該算是一次相當
令人滿意的婚事，岳丈的政商關係良好，結婚後要安排海地去一家電纜公司上
班，而卡安蒂的美貌也是無從挑剔，在相親的時候，海地與卡安蒂都是相當滿
意對方的。
母親曾拿著相片（阿罕）向來賓說，大兒子很像她，這意思是如果大兒子
有什麼成就，那都是因為她這個當母親的功勞，但來賓們看了阿罕的相片後，
似乎沒有一人同意母親的說法，只是礙於情面而不願說破罷了。但母親自得其
樂的樣子，在在顯示了她的掌控慾。
蕾這名在飯店跳迎賓舞的女郎，在阿拉伯世界會被視為異類，畢竟這是一
個伊斯蘭教的國家，所幸經過法國一百多年的殖民，民風較為開放，而她接觸
的人來自世界各地，這當然使得她的感情世界極度奔放。
坦白說，海地如果隨蕾出國，他要走出自己的一條路，其實也是相當困難
的，另外感情世界也會因易地而處，是否會有新的衝擊尚在未定之天。
生命每到一個關口，似乎總是必須要做一番的抉擇，抉擇對每個人來說都
是痛苦的，所謂有得必有失，反過來說，有失必有得。蕾與海地在這段短暫的
愛情路上，都勇敢地做了抉擇，不管這番抉擇是對或錯，只要是由自己決定的，
那就必須自己承擔，看似凝重，但其實在心靈而言是自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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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地點
洽詢電話

每週二 18:30
12/04 死小孩（輔）
12/11 神力女超人的秘密（輔 15）
12/18 蝙蝠俠：煤氣燈下的高譚市（護）
12/25 絕處逢山（護）

總館 B2
演講廳
2755-2823#2801

每週日 10:00
12/02 幸運星（普）
12/09 羅比與托比的奇幻冒險（普）
12/16 可可夜總會（普）
12/23 電影版聲之形（普）
12/30 樂高超級英雄：閃電俠（普）

總館 8 樓
團體欣賞室
2755-2823#2801

表演藝術同樂會

12/08（六）09:30 太陽劇團：奇幻世界（表演）
12/15（六）09:30 太陽劇團：奇異幻境（表演）

總館 8 樓
團體欣賞室
2755-2823#2801

三興週五電影 YA

每週五 18:30
12/07 綁票偵查令（護）
12/14 唱快人生（護）
12/21 愛與親愛的（護）
12/28 看見天堂（普）

市圖電影院

總
館 親子電影院

三興分館
8732-1063

六合分館
2729-2485

錫口電影院

松山分館
2753-1875

12/13（四）14:00 珍愛旅程（普）
三民週四樂齡電影
12/20（四）14:00 天使的孩子（護）
院
12/27（四）14:00 驚天密碼戰（輔）

東
區

三民週日影展

每週日 14:00
12/02 茱莉小姐（輔）
12/09 失速人生（輔）
12/16 你的名字（普）
12/23 你會在那裡嗎？（普）
12/30 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護）

第 2、4 週 週三 14:30
12/12 樂高蝙蝠俠電影（普）
12/26 電影哆啦 A 夢：宇宙英雄記（普）

王貫英先生紀念
圖書館
2367-8734

大安假日電影院

每週六 16:00
12/01 變臉遊戲（輔）
12/08 一起去看瀑布（普）
12/15 他們的美好時光（輔 12）
12/22 果子的少女心事（護）
12/29 超級英雄女孩：記憶大追捕（護）

大安分館
2732-5422

木柵兒童電影院

雙週 週三 14:00
12/12 雷神索爾前傳（護）
12/26 火影忍者疾風傳劇場版：火意志的繼承者（護）

木柵星光電影院

每週五 18:30
12/07 三百壯士：斯巴達的逆襲（輔）
12/14 第一武士（護）
12/21 金牌拳手（輔）
12/28 天涯赤子心（護）

文山童趣電影院

每週三 14:00
12/05 送信到哥本哈根（普）
12/12 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普）
12/19 戴帽子的貓：聖誕迷路記（普）
12/26 逆風少年（普）

文山分館
2931-5339

好時光
假日電影院

每週日 14:00
12/02 哆啦 A 夢：大雄與惑星之迷（普）
12/09 我的野蠻嬌妻（護）
12/16 小淘氣尼古拉（普）
12/23 拔一條河（普）
12/30 機器人與法蘭克（護）

永建分館
2236-7448

萬興假日電影院

每週日 14:30
12/02 29+1（護）
12/09 全面啟動（護）
12/16 人生，一元起標（輔）
12/23 令伯特煩惱（護）
12/30 女兒劫（護）

萬興分館
2234-551

南
區

每週三 14:30
12/05 天鵝公主－皇家特務（普）
兒童電影院－週三
12/12 史努比（普）
FUN 電影
12/19 藍色小精靈 2（普）
12/26 聖誕快遞（普）
12/29（六）10:00 愛，漫漫長路（普）

週三童樂會
－兒童影片欣賞

三民分館
2760-0408

每月 2、4 週日 09:30
景美 FUN 輕鬆電影
12/09 謎情三弦（普）
院
12/23 落跑教宗（護）

景新假日電影院

永春假日電影院

週三來趣看電癮

大直假日電影院

大同假日電影院

每週六 16:10
12/01 冰雪奇緣（普）
12/08 哈比人：荒谷惡龍（護）
12/15 跟著妹妹搭巴士（普）
12/22 家族真命苦（普）
12/29 那些年一起騎的馬兒（普）

每週三 14:00
12/05 巧克力冒險工廠（普）
12/12 小熊維尼與跳跳虎：百畝森林驚魂記（普）
12/19 酷巴：尋斑大冒險（普）
12/26 憶世界大冒險（普）
每週日 14:00
12/02 蟻人（護）
12/09 與神對話（普）
12/16 賞金獵人（護）
12/23 復仇者聯盟 2 奧創紀元（護）
12/30 天才的禮物（護）
每週日 14:00
12/02 看她輕輕地飛起（普）
12/09 一首搖滾上月球（普）
12/16 凱特的審判（護）
12/23 有人想和你說話（護）
12/30 紅酒燉香雞：香檳雞（輔）

永春分館
2760-9730

院

12/16 羅根（輔）
12/23 顛倒世界（護）
12/30 MIB 星際戰警 3（護）

長安假日電影院

12/23（日）14:00 攔截記憶碼（輔）

建成假日電影院

雙週 週日 14:00
12/09 愛在午夜希臘時（輔）
12/23 麥兜我和我媽媽（普）

萬華假日電影院

每週日 14:00
12/02 我最親愛的（普）
12/09 美國狙擊手（輔）
12/16 天眼行動（護）
12/23 意外心房客（護）
12/30 第 5 毀滅（輔）

南 哈特 HOT
區 假日電影院

每週日 14:00
12/02 荒川爆笑團（普）
12/09 星際過客（護）
12/16 丈量世界（輔）
12/23 未來，很想見你（護）
12/30 新少林寺（輔）

景美分館
2932-8457

景新分館
2933-1244

林老師說故事兒童
12/15（六）10:30-12:00
劇團
老虎的長褲子

親子美育
數位圖書館
2651-8163

週三童趣電影院

每週三 14:00
12/05 侏儸紀世界（護）
12/12 與森林共舞（普）
12/19 星際異攻隊（護）
12/26 星際異攻隊 2（輔 12）

週末彩繪影展

每週六 14:00
12/01 美味不孤單（輔）
12/08 e 外愛上你（輔 12）
12/15 辣媽好孕到（輔 12）
12/22 鋼鐵人 3（護）
12/29 吐司：敬！美味人生（護）

唭哩岸影展
－橘子電影院

每月 2、4 週 週三 14:30
12/12 航海王電影版：決戰新世界（普）
12/26 追逐繁星的孩子（普）

唭哩岸影展－
動物電影院

12/19（三）14:30 好好玩自然－隱藏版外星昆蟲（普）

唭哩岸影展－
午後時光電影院

12/15（六）14:30 熟男減碳日記（護）

大直分館
2533-6535

大同分館
2594-3236

李科永
紀念圖書館
2883-3453

吉利分館
2820-1633

林老師說故事兒童
12/01（六）14:30-16:30
劇團
北 老虎的長褲子

每週日 10:00
12/02 怪物遊戲（護）
西
延平歡樂假日電影 12/09 金錢怪獸（輔）
區

每週日 14:00
12/02 謝謝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護）
12/09 海邊的曼徹斯特（護）
12/16 美麗新世界（普）
12/23 聖誕好家在（護）
12/30 比特幣大盜（輔 12）

木柵分館
2939-7520

區
延平分館
2552-8534

每週日 14:00
12/02 愛與黑暗的故事（護）
12/09 醫手遮天（護）
葫蘆堵假日電影院
12/16 生存家族（普）
12/23 賈斯汀出任務（普）
12/30 百萬圓女孩的眼淚日記（普）

清江電影臺

每週日 14:00
12/02 你是我的眼（普）
12/09 當櫻花盛開（輔 12）
12/16 少女離家記（輔 12）
12/23 再見橄欖樹（普）
◆ 12/23 映後有電影讀書會
12/30 房事告急（護）

清江分館
2896-0315

內湖 FUN 電影

12/15（六）10:00 媽媽的黃色腳踏車（普）

內湖分館
2791-8772

週三 FUN 電影

每週三 14:00
12/05 尋龍傳說（普）
12/12 勇敢傳說（護）
12/19 魔鏡夢遊（普）
12/26 黑魔女：沉睡魔咒（護）

東湖分館
2632-3378

西湖週三電影院

每週三 18:30
12/05 我的陌生寶貝（輔 15）
12/12 雖然媽媽說我不可以嫁去日本（普）
12/19 一切都好（普）
12/26 唱吧，奇蹟（普）

西湖分館
2797-3183

長安分館
2562-5540
建成分館
2558-2320

萬華分館
2339-1056

王貫英先生紀念
圖書館
2367-8734

葫蘆堵分館
2812-6513

一、成人及青少年研習班
區
別

班別

時間

舉辦地點
洽詢電話

松香讀書會
愛麗絲英文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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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館 9 樓電腦教室
2755-2823#2900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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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 階班★

總館 10 樓會議室
2755-2823#2900

閩南語讀書會
喜悅讀書會

樂齡讀書會帶領人－入門 每週五 14:00-17:00
（至 108/01/25 止）
與演練工作坊★＊
成人書法班

總館 11 樓研習教室
2755-2823#2301

每週一 09:00-12:00（至 12/31 止）

東
區 臺灣語初級研習班
漁樵詩詞吟唱班
西
師法自然－山水畫研習班
區

永春分館
2760-9730
每週三 14:00-16:00（至 108/01/02 止）
每週二 18:50-20:50（至 12/25 止）

三民分館
2760-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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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鬆歡喜學臺語－臺語基
每週五 18:35-20:50（至 108/01/04 止）
南 礎課程
區 英語學習研習班★
每週日 10:00-11:30（至 12/09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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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區 107 年度插花研習班

超人氣日語班

景新分館
2933-1244
文山分館
2931-5339
木柵分館
2939-7520

清江分館
2896-0315

每週三 14:00-16:00
（至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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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母分館
2873-6203

二、成人及青少年讀書會
區
別

班別
喜閱讀書會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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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館

經典小說讀書會（週二）

舉辦地點
洽詢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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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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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館 9 樓
多功能活動室
2755-2823#2301

Happy 讀書會
單人舞讀書會

每週一 13:30-17:00（至 108/01/14 止）
每 隔 週 二 13:30-16:30（ 至 108/10/31
止）
每週二 09:30-11:30（至 108/01/15 止）
每週五 10:00-12:00（至 108/01/11 止）

三興分館
8732-1063

龍華讀書會

每週五 09:30-11:30（至 108/02/01 止）

成人讀書會

每週三 19:00-21:00（至 12/26 止）

日語同好讀書會

第 2、4 個週二 09:30-11:30
（至 12/25 止）
第 2、4 個週三 09:30-11:30
新概念英語讀書會
（至 108/02/27 止）
每週一 09:30-12:00（至 12/24 止）
西 蘭心媽媽讀書會
第 1、3 個週三 19:00-20:30（至 12/19 止）
區 太極拳讀書會
大師讀書會
第 2 個週四 09:30-12:00（至 12/13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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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 每週四 09:30-12:00
讀書會
（休館日暫停，至 12/27 止）
樂活微電影讀書會＊★

每月一書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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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規劃讀書會
每週六 18:30-20:30（至 108/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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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活玩手作－手作讀書會
英文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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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16:00（至 12/25 止）
每週三 09:40-11:40（至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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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菲學堂讀書會
楓香讀書會

三民英文讀書會

每週二 09:30-11:30（至 12/25 止）

我動故我在＊★

每週三 09:30-11:30（至 12/05 止）

八段錦與太極 13 式＊★

每週二 09:30-11:30（至 12/25 止）

達摩易筋經養生功＊★

每週二 14:00-16:00（至 12/04 止）

活力逆齡武夠讚＊★

每週三 14:00-16:00（至 12/05 止）

圓緣婦女讀書會

SmartPhone 樂 齡 玩 手 機 ★
每週五 09:00-12:00（至 12/14 止）
東 ＊
區 達摩易筋經養生功★＊
每週二 14:00-16:00（至 12/04 止）

終身學習讀書會

每月一書讀書會
新韻婦女成長讀書會
大好樂活讀書會
漫畫家創意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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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讀書會
北
區 中文讀書會
日文讀書會
中國經典讀書會
生活英語互動讀書會

2018 每月一書讀書會
啟明分館
2514-8443

中崙分館
8773-6858

每週二 09:00-11:00（至 12/25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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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一 09:00-12:00
（至 12/31 止）

明盲讀書會

第 2、4 個週四 19:00-21:00

龍華民眾閱覽室
2785-1740
大同分館
2594-3236
中山分館
2502-6442
建成分館
2558-2320
長安分館
2562-5540
大直分館
2533-6535
東園分館
2307-0460

每月一書讀書會
祥祥英語讀書會

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日語新聞讀書會＊

三民分館
2760-0408

永春分館
2760-9730
六合分館
2729-2485

共好讀書會
總館 B2
多功能活動室
2755-2823#2140

松山分館
2753-1875

每週二 09:00-11:00（至 108/01/15 止）

東
心靈捕手讀書會
區
彩虹讀書會

好書好說說故事讀書會

第 2、4 個週二 10: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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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理財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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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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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讀書會 ․ 研習班
區

活動名稱

別
總
館

兒童英語閱讀指導

親子讀經班

日期

每週日 14:00-15:30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第1週

週六 10:00-11:30

萬華分館 2339-1056

總館 B2
多功能活動室
2755-2823#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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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Hello 英語故事時間

第1週

週日 14:30-16:00

建成分館 2558-2320

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永春分館
2760-9730

每週五 19:50-20:50（至 12/28 止）

東
區 好忙好忙的耶誕老公公★

12/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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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區

南
區

親子讀經班

每週五 19:00-21:00（至 12/28 止）

大直分館
2533-6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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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日 14:30-15:30（至 12/30 止）

景新分館
2933-1244

文山樂齡祖孫親子踢踏舞
敲響聖誕幸福鈴聲首部曲
天母快閃活動

北
區

天母分館

12/23（日）14:00-14:15

每週六 14:30-16:00

2873-6203
林老師說故事

石牌分館

親子繪本讀書會★

每週二 09:30-11:00（至 12/25 止）

親子讀經班

每週三 19:00-20:30（至 108/01/02 止）

西中讀經班★

每週五 19:00-20:30（至 12/28 止）

親子讀經秋季班★

西
區

第 1、2、3 週

2823-9634
清江分館
2896-0315

8751-5497

活動名稱

林老師說故事

總
館

日期

每週六 14:30-16:00

2892-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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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民生分館 x 松山親子館
玩具圖書館外展服務

中崙分館 8773-6858

第 2、4 個週六 10:30-12:00

中崙分館 8773-6858

週六 10:00-11:30

松山分館 2753-1875

最後 1 週

舊莊分館 2783-7212

週日 10:0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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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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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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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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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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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老師說故事

歡喜閱讀 ABC
兒童英語樂園

雙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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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日 10:30-12:00

週日 10:30-12:00

12/01（六）10:30-11:10

週日 10:30-12:00

週日 10:30-12:00

班比英語故事時間

北
區

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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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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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山分館 2931-5339
力行分館 8661-2196

週六 10:3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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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六 10:00-11:30

民生分館 2713-8083
第4週

週六 14:30-16:00

王貫英先生
紀念圖書館
2367-8734

石牌分館 2823-9634
吉利分館 2820-1633

第 3 週 週三 14:30-16:30
（至 12/19 止）

每週六 14:30-16:00

西
區

景新分館 2933-1244

永春分館 2760-9730

每週日 14:30-16:00

FUN 輕鬆！
週日英語故事時間

林老師說故事
大手牽小手，一起動一動

總館 B2
多功能活動室
2755-2823#2140

每週六 14:30-16:00（第 2 週停辦）

第 1、3 週

南
區

總館 B2 多功能活動室
2755-2823#2130

單週

熊寶貝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東
區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QBABY 雙語故事時間

林老師說故事

週五 10:00-10:30

第 2 週 週六 10:00-11:30

秀山民眾閱覽室

二、兒童 ․ 中英文說故事時間
區
別

文山分館 2931-5339

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西中分館

每週三 19:20-20:50（至 108/01/09 止）

週六 14:30-16:00

各分館
2755-2823#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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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利分館 2820-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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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湖分館 2632-3378

林老師說故事

每週六 10:00-11:30

南機場借還書工作站
2303-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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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