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美好生活的想像
－北市圖邀您體會行動書車閱讀的美好
閱讀，是形塑美好城市不可或缺的元素。本館為推動城市閱讀並深
化民眾對閱讀的熱情，特別以「閱讀，美好生活的想像」為主題，推出
「行動書車」閱讀活動，書車將載著滿滿的好書和驚喜跑遍臺北市，讓
市民不須走到圖書館即可享受閱讀時光。

你的名字 ‧ 你的詩－駐車詩人快閃活動
主題／講師

日期／時間

地點 / 洽詢電話

銀色快手
出版詩集：《古事記》、《羊宇宙的沉默》；譯有《地 08/05（日）
獄變：芥川龍之介怪談傑作選》、《葉櫻與魔笛： 14:00-15:30 臺北市兒童新樂園入口前廣場
太宰治怪談傑作選》、《蜥蜴的尾巴：私藏版電影
臺北市士林區承德路五段 55 號
軼事》等書。

曹馭博

08/12（日）
14:00-15:30

曾獲得林榮三文學獎新詩獎首獎，現代詩刊載於自
由副刊、創世紀詩刊、乾坤詩刊、衛生紙詩刊、聲
韻詩刊。

青年公園 1 號廣場
08/26（日）
臺北市萬華區水源路 199 號
14:00-15:30
（水源路側）

行動書車是透過移動式的書車和胖卡，搭配隨車咖啡飲料以及舒適
閱讀環境，為市民打造城市中最浪漫、最悠閒的閱讀風景，更以無所不
在的行動服務，讓民眾體驗全新的閱讀生活。
本次行動書車策展人特由知名作家羅智成擔任，以「城市的閱讀空
間」發想，規劃主題書車展示，在內部呈現世界上知名的書店與咖啡店
閱讀風景場景，讓參觀者在閱讀體驗區中成為倚窗閱讀風景的一角，除
此之外書車內還包含了作家書房，完整呈現寫作空間，讀者並可使用行
動裝置掃描 QR code，獲得書房隱藏的物件小故事。

( 快來關注「行動書車」訊息 )

行動書車除了車體空間外，更以閱讀作為活動主軸，接下來將舉辦
4 場次書車巡迴講座、3 場次「你的名字 • 你的詩」駐車詩人快閃活動、
1 場次「大稻埕小旅行」以及 3 場次「悅讀快餐車前進校園」，邀請大
家加入並分享各種閱讀美好體驗，一同走進閱讀的奇幻世界。
行動書車駐點
日期

地點 / 洽詢電話

08/04（六）10:00-18:00
08/05（日）10:00-18:00

臺北舊回憶－臺北市老照片徵選活動

臺北市兒童新樂園入口前廣場
臺北市士林區承德路五段 55 號

08/11（六）10:00-18:00

歲月，在臉上留下皺紋，也在老舊建
築物、街道上刻劃一道道歷史的痕跡。

08/12（日）10:00-18:00
08/18（六）10:00-18:00
08/19（日）10:00-18:00

咔嚓！輕脆的快門聲，記錄下城市裡
人們所走過的足跡，收藏起一個時代或數
個時空的演變。人的記憶或許會隨著時間
被遺忘，但是百年來的照片，卻能使歲月
停格，歷久彌新。

青年公園 1 號廣場
臺北市萬華區水源路 199 號（水源路側）

08/25（六）10:00-18:00
08/26（日）10:00-18:00

講座
主題／講師

日期／時間

臺北市有了米其林之後／李昂

08/04（六）
14:00-16:00

故事家族的秘密／小野

08/11（三）
14:00-16:00

新住民在臺灣的甘味人生與文化差異／
阮安妮、武海燕

08/18（六）
14:00-16:00

讀國文撞到鄉民／祁立峰

08/25（六）
14:00-16:00

（更多藝文活動資訊請參考）

（掃碼閱讀線上版本）

8 月休館資訊

地點 / 洽詢電話
聯經書房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 94 號
活動需報名
臺北市兒童新樂園
臺北市士林區承德路五段 55 號
活動需報名
聯經書房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 94 號
活動需報名
聯經書房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 94 號
活動需報名

（與本館 Line@ 加入好友）

8 月 2 日（週四）休館日

本館為了記錄臺北人的故事，為臺北
留下永久的歷史紀錄，特辦理「臺北舊回
憶—臺北市老照片徵選活動」，以蒐集民
國 90 年以前拍攝有關臺北市人、事、地、物等各個面向的黑白或彩色照片，並
進行整理及數位化典藏，提供民眾瀏覽。
▲早期的台北市中華路。
本館徵集典藏，楊克治提供

過往的艋舺河港、人聲鼎沸的中華商場、早期的臺北街景巷弄、人文事物等，
皆為此次活動蒐集典藏的對象。這些泛黃照片記錄了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人們的
成長故事，以及隨著歲月更迭而消逝的時光。不論是身為臺北居民、或僅是匆
匆一瞥的過客，不妨翻閱家中塵封已久的相簿，讓這些曾經發生在這個城市各
個角落的故事，透過一張張的照片，引領我們搭乘時光機，重溫兒時舊夢。
徵選活動自即日起至 8 月 31 日截止，詳細活動簡章及參
加表，請至本館網站（https://ppt.cc/fgxzAx）查詢，或至總
館、各分館及民眾閱覽室索取，諮詢電話 02-2755-2823 轉
2801。
( 快來參加臺北老照片徵選）

《記憶洄游：泰雅在呼喚 1935》
作者╱馬紹 ‧ 阿紀著
繪者／詹雁子
出版╱晨星出版
適讀年級╱國小高年級跨國中
索書號：J863.857 7272

馬紹阿紀，帶著歷史的經緯寫下了充滿視覺性的文學。呈載了數十
年的情感記憶，這彷彿是一種尋根之旅，不是生硬難嚥的史料分析，而
是一種現正流動的意識思緒，以文學性的書寫來呈現歷史，讓讀者就像
櫻花鉤吻鮭似的洄游在脈動的河流當中，循著馬紹阿紀給的脈絡，建構
虛構故事中的生命和真實世界所擁有的價值，交織而成的是屬於泰雅族
人的段段記憶。
馬紹阿紀在書中對於史料的考究與用心從一些在講述時事的細節中
可以察覺，田野調查的運用、耆老的訪談等等，都將泰雅族文化的底蘊
融合在文字之間，再用以文學性的筆調包裹那歷史的曲折以及是是非
非，在華人創作當中無疑地開啟了一道新里程。
生動貼切的小說佐以真實史料的運用，馬紹阿紀將媒體人運鏡鋪排
的特性化作行雲流水的文字，再加上詹雁子輕巧、寫實又帶點迷幻的畫
風插圖，無疑將整本書締造出一種空靈的美感，讓讀者徜徉在文字之海，
也享受著圖文之間的韻律，讓帶著情感的故事、歷史與記憶得以悠然洄
游。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杜明城老師推薦）

《手繪自然筆記》
作者╱朱珮青
出版╱晨星出版
適讀年級╱國小中高年級
索書號：J367 2515
大自然是最棒的戶外教室！
一處田野、一畦水塘、一片樹林，
便能讓孩子們進入「探索學習」
模式。可是，同樣蹲在菜園裡，
眼尖的孩子立刻能找到葉背的蝶
卵，而有些孩子卻總是「視若無
睹」，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們相信有些人天生眼力好，可是我們更相信，敏銳的觀察力是
可以培養的，《手繪自然筆記》一書的作者就是最佳例證。作者既非
相關科系畢業，也不是繪畫科班出身，但憑藉興趣與執著，持續利用
素描與筆記的方式將自己的生態探索記錄下來，與讀者們分享。
這是一本充滿藝術性、趣味性和知識性的好書，在作者細膩、溫
暖的筆觸與畫風下，讀者既能學會觀察自然的知能，又能感受到生態
之美。當然，有人會說，現在數位相機的功能這麼強，把畫面拍下來
多方便呀！可是，再怎麼先進的攝影器材都比不過靈魂之窗，把印象
深深刻印在腦海才是最重要的。
翻閱一頁頁的《手繪自
然筆記》，跟隨作者靜心觀
察鳥獸草木，感受自然的美
好，讓觀察力變敏銳。假以
時日，說不定連著名動漫裡
的名偵探柯南都不是你的對
手呵！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小教師
王郁軒老師推薦）

結構和文化。透過一系列的報導，《報導者》的記者們希望能帶領讀者看見海
上漂流者的處境。

◆作者介紹

《血淚漁場：跨國直擊台灣
遠洋漁業真相》
作者：李雪莉、林佑恩、
蔣宜婷、鄭涵文
出版社：行人文化
索書號：438.331 4014
◆書目介紹
臺灣有數萬個家庭仰賴遠洋漁業為生，但其內幕並不容易為外人所窺見。

李雪莉
《報導者》總主筆、臺大新聞所兼任助理教授。入行 17 年，曾任《天下
雜誌》副總編輯、影視中心總製作人，駐點過北京，獲過國內外獎項。加拿大
McGill 大學 Sauvé Scholar、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林佑恩
《報導者》攝影記者。倫敦大學金匠學院攝影與城市文化碩士。獲 2016
臺灣新聞攝影大賽肖像優選與系列照片優選、以《亞洲森林浩劫──誰讓地球
禿了頭》入圍 2016 年曾虛白新聞獎

蔣宜婷

一旦船隻航行到汪洋大海中，便變得遙不可及，也為這個行業披上了一層薄
薄的神秘面紗。

《報導者》記者。曾為獨立媒體《新聞 e 論壇》、《焦點事件》記者。
畢業於政大公行系，臺大新聞所。2016 年以新聞遊戲《急診人生》、《新屋
大火週年調查報導》入圍卓越新聞獎。

在遙遠的海上，臺灣漁業闖出了傲人成績：擁有的遠洋漁船數量世界第
一，秋刀魚、烏賊和鮪魚等三大漁獲的捕獲量分居世界第一、三、四名，每
年遠洋漁業的產值也高達 438 億元。

鄭涵文
《報導者》記者。曾任《聯合報》醫藥記者。畢業於臺大外文系、政大

光鮮亮麗的數字養活了數萬家庭，但在背後，以最低成本追求最大發展
的邏輯，早已悄悄侵蝕臺灣漁業的根基。為了繼續維持榮景，壓榨和剝削是
「必經」之路，不只對海洋生物窮盡捕撈，對船上的人們也必須榨乾最後一
份氣力；而造假也成為「必然」之惡，漁獲報告隱蔽過多數量和保育類才能
維護漁權，仲介也假造證件才能把便宜而未經訓練勞力送上漁船。

新聞所。2016 年以《看見高雄土地傷痕》調查報導獲卓越新聞獎。

為了瞭解遠洋漁業的幽暗，李雪莉、林佑恩、蔣宜婷及鄭涵文 4 位《報
導者》的記者走訪了臺灣的漁港，並登上漁船，一同感受漁工的生活。在調
查的旅途中，他們逐漸揭開了遠洋漁業「不被看見的造假、剝削、奴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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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一書系列講座
主講人：李雪莉 女士（本書作者）
講座時間：8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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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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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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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了位於政治大學旁的萬興分館，愛書亞來到了
位於捷運忠孝新生站附近的城中分館。
成立於民國 65 年 3 月的城中分館，坐落於幸安市
場樓上，與華山 1914 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臺北科技大
學比鄰而居，交通極為便利。
愛書亞發現，以「家政」做為館藏特色的城中分館，
舉凡家務整理、料理烘培等主題都是核心的館藏，不論
您是專職的家庭主婦或家庭主夫，還是上班族、學生，
或是單身及已婚成家的族群，生活中都離不開「家事」
的範疇，在這裡，您可以輕易找到您所需要的豐富圖書，
將會發現小事也有大學問，閱讀可以協助您打造舒適的
家庭生活。
圖書館未必需要廣而大，這是間小巧、精緻的圖書
館，在有限的空間中鋪陳出有趣又有閱讀氛圍的閱讀空
間，所要傳達的是，閱讀無處不在，閱讀就是生活的理
念！歡迎大家一起來感受喔！

好書大家讀
北北基閱讀有禮
北北基大「閱」進！本館繼 107
年 1 月與新北市立圖書館推出雙北市
立圖書館一證通用服務後，為了提供
市民更便捷的服務，再與基隆市公共
圖書館合作，啟用「北北基一證通用」
服務正式上路，讓三市申辦民眾手持
同一張借閱證，就能借遍北北基 176
個圖書館，享用多達 1,600 萬冊的圖
書及電子資源。
為歡慶北北基一證通用服務啟用，
鼓勵民眾多加利用閱讀資源，三市圖
書館與全家便利商店合辦「北北基閱
讀有禮」活動，即日起至 107 年 9 月
30 日止，在全家便利商店門市交易超
商借還書服務，就有機會抽中 50 元的
全家購物金，名額高達 600 位。暑假
到來，歡迎民眾輕鬆悅讀一夏！

城中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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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 2 段 46 號 3 樓
◆電
話：2393-8274

一、講 座
分
區

日期

舉辦地點
洽詢電話

08/12（日）
13:30-16:30

總館 10 樓會議廳
2755-2823#2801

講
主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題：月光下的藍色男孩（輔 15）

古典音樂欣賞講 08/04（六）
座
09:30-11:30

總館 10 樓會議廳
2755-2823#2801

講
主

師：黃志伸（古典音樂雜誌專欄作家）
題：兩隻鴿子、狂想曲

活動項目
電影賞析講座

每月一書講座

08/04（六）
14:30-16:30

總館 10 樓會議廳
2755-2823#2112

08/11（六）

2018 市 民 生 活
講座★

主講人、講 題

中醫保健•美食
季節講座

講
主

師：李雪莉（本書作者）
題：血淚漁場：跨國直擊台灣遠洋漁
業真相

2018 暑 期 閱 讀
節
我是閱讀大富翁
★

講
主

師：Bookstart 團隊
題：開啟寶寶閱讀之門（6-18 個月）

閱讀繽紛樂★

講
主

師：Bookstart 團隊
題：培養小小愛書人（18-36 個月）

講
主

師：許有勝（向日有機農場）
題：毒戰春天－打造無毒新生活

講
主

師：陳星合（前太陽馬戲團團員）
題：勇敢邁步，人生各自精采

08/19（日）
14:00-16:00
08/26（六）
14:00-16:00
08/12（日）
14:00-16:00
08/19（日）
14:00-16:00

延平分館
2552-8534
東園分館
2307-0460
西園分館
2306-9046

主

08/19（日）
10:00-12:00

建成分館
2558-2320
長安分館
2562-5540

「 遇 見 ․ 心 希 08/31（五）
望」影展★
14:00-17:00

總館 8 樓團體欣賞室 講
主
2755-2823#2801

08/01（三）
13:30-16:30

講
主

師：劉英台（愛家雜誌專欄作家）
題：關鍵少數（普）

講
主

師：王幼蘭（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題：謝 謝 你， 在 世 界 的 角 落 找 到 我
（護）

講
主

師：吳宜蓁（心曦心理諮商所）
題：魔球（普）

Bookstart 閱讀
起步走★

08/12（日）
13:30-16:30
08/18（六）
14:00-16:00
08/26（日）
13:30-16:30
08/04（六）
10:00-12:00
08/05（日）
10:00-12:00
08/05（日）
10:00-12:00
08/05（日）
14:00-16:00
08/12（日）
14:00-16:00
08/19（日）
14:00-16:00
08/26（日）
14:00-16:00
08/04（六）
18:00-21:30
08/18（六）
18:00-21:30
08/12（日）
13:30-16:30
08/04（六）
10:00-12:00

師：劉英台（愛家雜誌專欄作家）
題：墊底辣妹（護）

親子電影院賞析
講座★

08/26（日）
13:30-16:30

建成分館
2558-2320

08/11（六）
14:00-16:00

力行分館
8661-2196

08/18（六）
14:00-16:00
08/14（二）
13:30-16:30
08/28（二）
13:30-16:30

大安分館
2732-5422

08/12（日）
10:30-11:30

木柵分館
2939-7520

Bookstart 閱讀起 10:00-11:30
步走★
08/22（三）

總館 10 樓會議廳
2755-2823#2412

14:00-15:30
08/15（三）

泰山文教基金會 19:00-21:00
2018 照 亮 心 靈
08/29（三）
講座

19:00-21:00

08/11（六）
14:00-16:00
留學中心講座

總館 10 樓會議廳
（泰山文教基金會
2501-7722）

總館 9 樓多功能教室 講
主
2755-2823#2301

08/12（日）
14:00-16:00

總館 10 樓會議室
2755-2823#2301

08/12（日）
14:00-16:00

總館 11 樓研習教室
2755-2823#2301

08/03（五）
13:30-16:30
總館

08/06（一）
13:30-16:30

2018 青 少 年 影
08/10（五）
展講座★
13:30-16:30

師：郭亮伶（UM Madison）
題：淺談英國國際發展碩士課程及非
洲研究經驗

講
主

師：侯潔芬（法國教育中心）
題：Ah bon?! 原來留法是這樣

講

08/14（二）
13:30-16:30

主
講
主
講
主

師：郭哲誠（成功老年學院）
題：居家安全大重點

08/13（一）
14:00-16:00

講
主

師：郭哲誠（成功老年學院）
題：瞭解未來老化趨勢

講
主

師：郭哲誠（成功老年學院）
題：相關社會資源應用

講
主

師：陳玉雲（中華科技輔具協會）
題：居家安全輔具應用

長 照 一 點 就 靈 08/20（一）
14:00-16:00
系列講座
08/22（三）
14:00-16:00
08/27（一）
14:00-16:00

講
主

師：郭哲誠（成功老年學院）
題：長照機構聰明選

講

師：何明志
（臺大醫院外科部一般外科）
題：黑 白人生變彩色： 肝臟腫瘤的
診斷和治療

08/14（二）
13:30-15:20

主

08/14（二）
15:30-17:00

總館 10 樓會議廳
講
（臺北經營管理研究
院 8732-3216）
主

企 業 人 文 講 座 08/14（二）
★
19:00-21:00

講
主

師：陳樹（中央投資公司董事長）
題：中道與人生

08/04（六）
09:00-12:00

講
主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題：生命中最抓狂的小事（輔 12）

講
主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題：罪愛（輔 12）

講
主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題：無罪證明（輔 15）

講
主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題：北之螢（輔）

講
主

師：鄭銘（中國標準草書學會）
題：書法藝術與生活美育對話

講
主

師：楊大本（臺北攝影學會）
題：我的生活攝影美學

講
主

師：楊大本（臺北攝影學會）
題：跟攝影師一起去外拍

講
主

師：劉鳳和（保險作家）
題：親子保險聰明買

講
主

師：張智棻（諮商心理師）
題：窮忙族心理健康保健

講
主

師：李偉文（親職作家）
題：李偉文談親子共讀

講
主

師：張啟彥（台灣生態教育推廣協會）
題：腦筋急轉彎（普）

講
主

師：劉英台（佳音電臺）
題：攻其不備（護）

講
主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題：心靈捕手（輔）

講
主

師：呂嘉紋（作家）
題：連小學生都可以學會的課堂筆記
活用術

講
主

師：王乾任（作家）
題：助你實踐人生夢想的筆記術

講
主

師：王乾任（作家）
題：助你實踐人生夢想的筆記術

2018 現 代 華 佗
台大開講公益
講座★

08/18（六）
2018 用 心 看 電 09:00-12:00
影
08/18（六）
14:00-17:00

啟明分館
2514-8443

08/25（六）
09:00-12:00
2018 市 民 生 活 08/04（六）
講座
14:00-16:00

三民分館
2760-0408

08/05（日）
與 大 師 對 話 － 10:00-12:00
駐館攝影師講
08/12（日）
座★
10:00-12:00

松山分館
2753-1875

08/05（日）
多 元 閱 讀 生 活 14:00-16:00
東區 講座
08/19（日）
14:00-16:00

永春分館
2760-9730

閱 讀 是 最 浪 漫 08/12（日）
的教養講座★
14:00-16:00
科普一下•
電影會★

08/28（二）
14:00-17:00

舊莊分館
2783-7212

08/04（六）
青閱讀•輕閱讀 13:30-16:30
★
08/25（六）

南港分館
2782-5232

09:00-12:00
08/04（六）
09:00-12:00
動筆吧！高效生 08/12（日）
活輕鬆上手★

09:00-12:00

08/12（日）
13:00-16:00

中崙分館
8773-6858

親子看世界★

教養好好玩★

師：劉娟芳（中華世界影像教育推廣
協會）
題：解憂雜貨店（普）

08/03（五）
14:00-16:00

總館 9 樓多功能
活動室
2755-2823#2301

我在圖書館•
品味閱讀好時光
★

師：張純吉（臺灣大學學生輔導中心）
題：心靈時鐘（普）

師：簡妙容（中華世界影像教育推廣
協會）
題：芭蕾奇緣（普）

08/16（四）
13:30-16:30

西區

家庭同樂•悅讀
悅有趣

師：Peko（Freelancer Artist）
題：在德國學遊戲設計

講
主

總館 8 樓團體欣賞室
講
2755-2823#2801
主

多閱讀 好元氣

2018 市 民 生 活
講座★

性別平等電影賞
析講座

2018 樂活一夏 ~
夏季健康講座★

萬華分館
2339-1056

東園分館
2307-0460

中山分館
2502-6442

中山分館
2502-6442

大同分館
2594-3236

大安分館
2732-5422

幸福一家享閱
趣：幸福 e 動★

08/05（日）
14:00-16:30
08/12（日）
14:00-16:00
08/19（日）
14:00-16:00
08/06（一）
14:00-16:00
08/10（五）
14:00-16:00
08/11（六）
14:00-16:00
08/22（三）
14:00-16:00
08/30（四）
14:00-16:00
08/11（六）
10:00-12:00
08/19（日）
14:00-16:00
08/05（日）
10:00-12:00
08/05（日）
13:00-16:00
08/11（六）
09:30-11:30
08/19（日）
13:30-16:30

兒童表演藝術賞
析

08/10（五）
14:00-16:00

西湖分館
2797-3183

藝傳石牌•
全齡共讀★
北區 趣認識表演藝術
系列講座★
談學社－蘇醫生
主辦的閱讀講座
人生心性智慧
講座
2018 市民生態
講座

08/19（日）
14:00-16:00
08/05（日）
14:00-16:00
08/18（六）
10:00-12:00
08/19（日）
14:00-16:00
08/26（日）
14:00-16:00
08/07（二）
09:30-10:30
08/14（二）
09:30-10:30
08/21（二）
09:30-10:30

石牌分館
2823-9634

電影賞析講座

南區 多元探索•樂活
悅讀講座

文山樂齡生活
講座

師：楊永健
（臺大醫院外科部一般外科）
題：你不能不知道：燒燙傷的處理方
法

想讀•讀享－趣
味科學大觀園★
107 生 活 法 律 輕
鬆學★
2018 市 民 生 活
講座★
北投綠建築講座
★
山岳文化講座

社子島暑期樂齡
健康講座

二、展
分
區

講
主
講
主
講
主
講

王貫英先生
紀念圖書館
2367-8734

景新分館
2933-1244

永建分館
2236-7448
木柵分館
2939-7520
吉利分館
2820-1633
北投分館
2897-7682
清江分館
2896-0315
內湖分館
2791-8772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2883-3453

社子島智慧圖書館
（葫蘆堵分館
2812-6513

師：簡耀君（長青動物醫院）
題：什麼！我們家毛孩子老了！
師：王寶勛（王老師科學教育工作室）
題：一起抬頭看星星
師：郭威均（汾陽中醫診所）
題：腸道疾病看過來－便祕
師：陳冠宇（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
區）
題：常見疾病之中醫穴位保養

講
主

師：梅期光（未來少年月刊專欄作家）
題：學好科學，才能當個明白人，讓生
活更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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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王英如（諮商心理師）
題：解憂雜貨店（普）
師：Danna（營養師）
題：健康從腸胃道開始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題：臨終信託（輔）
師：姚振華（國防大學牙醫科學研究所）
題：牙齒保健大作戰
師：林穎新（光晶妍眼科診所）
題：護眼你我他
師：黃揚名（輔仁大學心理學系）
題：樂齡族旅行的意義
師：陳怡錞（錞盈生物科技）
題：儲存骨本－零故障
師：王源錦（第一金投信）
題：AI 人工智慧：醫療大突破
師：李偉文（荒野保護協會）
題：李偉文的退休進行式
師：唐祖蔭（第一金投信）
題：AI 人工智慧：科技大跨界
師：鄭美里（大安社區大學）
題：不要讓琴子不開心（普）
師：鄭美里（大安社區大學）
題：小太陽的願望（護）
師：簡肇宏（職能治療師）
題：教養好好玩－玩出專注力
師：Bookstart 團隊
題：繪本介紹講座（3-5 歲）
師：王英如（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
發展學系）
題：可可夜總會（普）
師：丁介陶（杏陵醫學基金會）
題：電影裡的性平課－透視文化中的性
別角色
師：王宏歆（義利管理顧問公司）
題：樂齡聰明理財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題：愛情陷阱（普）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題：雙面謎情（護）
師：何孟杰（萬芳醫院中醫師）
題：遠離過敏－國人常見過敏症狀，如
過敏性鼻炎、異位性皮膚炎等預防
及減緩
師：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題：我的意外爸爸（普）
師：廖文福（全人文創事業）
題：圓融的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師：顧祐瑞（中國醫藥大學）
題：淺談老人用藥安全
師：卓景泰（臺北青商基金會）
題：幸福人生，健康自己來
師：吳秀娥（瑞麟法律事務所）
題：生活消費法律
師：林寬興（自然步道協會）
題：雙北交界，待荖坑山
師：吳家碩（長庚醫院睡眠中心）
題：輕鬆睡好眠
師：林怜利（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題：正確運動減少運動傷害
師：張東君（科普作家）
題：屎來糞多學院招生啦！
師：鄭諭麗（鼎鑫律師事務所）
題：遇上車禍別慌張！車禍法律問題解析
師：蘇正文（古霆科技）
題：樂齡族智慧手機之運用技巧
師：溫南福（瑪雅人文教育創意中心）
題：綠能生活熊青－日常節能 DIY
師：張文溪（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
題：臺灣山岳繪畫
師：吳淑敬（大安社區大學）
題：愛閱電子書：活用智慧型手機 app
師：吳怡真（Mulab 姆樂玩樂）
題：兒童音樂劇賞析－森林的旋轉木馬
音樂會
師：趙千雅（財團法人修平教育基金會）
題：兒童理財教育：小朋友的未來投資課
師：林伯杰（金革國際唱片）
題：翩翩起舞話芭蕾
師：蘇上豪（博仁醫院心血管外科）
題：高血壓的治療歷史
師：蕭義焜（中華儒道研究協會）
題：三十六計之生命智慧
師：陳柏豪（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
題：蔓長的旅程，一路走來的藤本歷程
師：許格寧（物理治療師）
題：中風遠離我：中風預防及復健
師：許格寧（物理治療師）
題：上肢關節常見問題
師：許格寧（物理治療師）
題：下肢關節常見問題

主
講
主
講
主
講
主
講
主
講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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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覽
活動項目

「閱讀創客新勢力」暑期閱讀主題書展

展期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08/01-08/31

總館、分館及民眾閱覽室
2755-2823#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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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世界貓消失了
（世界から猫が消えたなら）

導演：永井聰
級別：普遍級
索書號：987.83 3516

世界上有什麼東西，是你寧願付出自己的生命，也不願意
讓他消失的嗎？這個問題，也許是每個看完電影「如果這世界
貓消失了」的人，都可以問自己的問題。
如果這世界貓消失了，電影名字取得直接，未看先猜，大
概也會知道應該是個主旨關於「失去」與「珍惜」的電影，但
真的要讓人參透它想傳達些什麼，那些細膩與帶著憂愁的柔
軟，還是得透過影像的敘述與演員的詮釋，才能深深體會。
年紀尚輕的郵差青年有一天騎車通勤時突然一陣頭暈目
眩，到醫院檢查後才發現是自己的腦中長了惡性的腫瘤。
生命即將走到終點，他開始感到恐慌，更多的是種不真實
感，魂不守舍的回到他和貓兒「高麗菜」一起同居的家中，卻
發現家裡出現一個和他長得一模一樣的惡魔。
惡魔告訴他，只要世界上有一樣東西消失，他的壽命就能
再多一天。所以呢？在這世界上，有什麼東西是消失之後，你
不會心痛呢？
首先消失的是電話。
當科技越來越進步，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電話消失後，
電車上的人們都開始拿起書來閱讀了，不也挺好的嗎？但同
時，青年與前女友的連結點也消失了，因為他們的緣分，始自
於女孩打錯了電話，當時女孩聽著男孩的背景音，精準地猜出
他現在看的電影名稱，這才找到共同的興趣，找到讓這通錯誤

撥打延伸成美麗巧合的理由，一切環環相扣。
延續了什麼，卻也無形間失去了什麼。這一切似乎還可以
忍受，畢竟「前」女友已成歷史，狠下心，才有活下去的機會。
但是，接下來惡魔要抹去的，是青年的興趣—電影。
再來消失的是電影。
電影如果從世界上消失了會怎麼樣呢？青年認為：沒有電
影，飯還是能照吃、生活照過，那只是「正規時間」外打發時
間的嗜好與興趣而已。但真的是如此嗎？少了電影，青年失去
了的不只是一份消遣，更失去了一份友情；他在大學時認識的
摯友就是靠著看電影認識的，沒有了電影，他們之間靠電影所
累積起來的默契與情感，也就伴隨著電影消失而煙消雲散了。
愛情可以放下，友情為什麼不行呢？惡魔奸笑著。
接下來，惡魔要讓時鐘消失。
父親所經營的鐘錶行，自然也不復存在，那是他與父親、
過世的母親之間的回憶，當然這段回憶也跟著一起消失。
還不夠嗎？那讓貓消失吧。
那個始終跟在他身邊的「高麗菜」還有陪伴著他一起長大，
已經到天國去陪伴母親的「茼蒿菜」也都將被抹去存在的痕跡。
電影中所安排的消失，每一個都直指青年的內心，把物質
面－電話、精神面－電影、情感面－老家的鐘錶店，到最後是
自己以外的生命個體－貓，和自己的生命放在同一個天秤上，
你會選擇讓哪邊傾斜呢？
前女友已離開他、與好友的關係又不是那種能坦白心裡話
的互動，自從母親過世後就無法再見到父親的糾結，讓他覺得
自己必須且只能獨自面對。在《A. J. 的書店人生》中說，「沒
有誰是一座孤島。」猶如孤島中的書店一樣，每座島在表現上
都是被孤立的，可是中間都隔著水，與這個世界是持續有著聯
絡的，沒有人可以獨立存在。即使只是毛孩的陪伴也是如此。
「如果這世界上貓消失了，這世界會改變嗎？如果這世界
上我消失了，這世界有誰會感到悲傷嗎？」青年內心獨白與自
問，在片尾，最終還是獲得了解答。
（館員游智中、沈宗霖推薦）

凱西 • 艾佛列克飾演的李，雖說四處得獎，但要真正詮
釋這個腳色卻是相當不容易，有誰的命運會比他更悲慘？二
女一男葬身火窟，妻子雖被救出，但很快就與他離婚。或許
是基於這樣一段的悲苦，於是李開始活在醉生夢死中。
海邊的曼徹斯特
李永遠不苟言笑，因為悲痛已經佔滿他的思惟，就算有
(Manchester By the Sea)
許多機會能夠放懷去互動，李卻永遠不會接納。他養成一種
導演：肯尼斯 ‧ 洛勒根
內斂的神情，不肯輕易地顯露他的情緒。直到律師說喬在生
(Kenneth Lonergan)
前指定李當兒子派屈克的監護人，這才又重新去碰觸過去的
級別：普遍級
傷疤。
索書號：791.437 L847
一個人最困難之處，便是面對過去的傷痛，好不容易已
經有了平撫，但現實是必須再重新去面對，雖然這兩者之間
有些異同，但本質上是一樣的。
這部電影，不僅讓男主角獲得金球獎最佳男主角，更進
( 影評人黃英雄老師推薦 )
一步獲得 2016 年奧斯卡最佳男主角。而影評家將這部電影
本文摘自黃英雄電影部落格：http://blog.sina.com.tw/hero_movie/
列為 2016 年最佳影片。

一、影片 ․ 表演欣賞
分
活動項目
區

市圖電影院

放映時間
每週二 18:30
08/07 蜘蛛人 2（護）
08/14 蜘蛛人 3（護）
08/21 神鬼奇航 5：死無對證（護）
08/28 亞瑟：王者之劍（護）

每週日 10:00
08/05 狼的孩子雨和雪（普）
08/12 航海王：阿拉巴斯坦戰記（普）
親子電影院
08/19 星銀島（普）
08/26 遊戲王：次元的黑暗面（普）
08/07（二）14:30 神力女超人（護）
08/08（三）14:30 可可夜總會（普）
2018 青少年影展 08/09（四）14:30 星際大戰：最後的絕地武士（護）
08/13（一）14:30 紅鞋茱莉（普）
08/15（三）14:30 猩球崛起（護）
總
08/17（五）14:30 來得及說再見（普）
館
08/18（六）13:30 綠色鑲金（普）
◆映後有導演導讀
08/18（六）15:00 好天天（普）
◆映後有心路基金會代表導讀
2018 臺灣紀錄片 08/19（日）13:30 時代廢城（普）
08/19（日）15:00 長情的告白（普）
巡迴推廣活動
08/24（五）14:30 飛行少年（普）
08/25（六）13:30 帶孩子上班去（普）
08/25（六）15:00 不安生活的三則短篇（普）
08/26（日）13:30 與海豚的約定（普）
08/26（日）15:00 大象小象（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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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館 8 樓
團體欣賞室
2755-2823
#2801

總館 8 樓
團體欣賞室
2755-2823
#2801

總館 8 樓

08/11（六） 09:30相聲瓦舍－公公徹夜未眠（相聲）
團體欣賞室
表演藝術同樂會 08/18（六） 09:30相聲瓦舍－韓德爾 250 週年
2755-2823
紀念音樂會（音樂會）

#2801

第 1、3 週

週日 14:00

中崙假日電影院 08/05 哇沙噢與我（普）
08/19 快樂第四名（護）
每週五 18:30
08/03 太極 2 英雄崛起（護）
三興週五電影
08/10 成長方程式（護）
08/17 驚爆危城（輔）
YA
08/24 諜戰巴黎（輔）
08/31 爆漫王（普）
每週三 14:30
08/01 彼得與狼（普）
兒童電影院
08/08 好家在一起（普）
－週三 FUN 電影 08/15 遊戲王劇場版－超越時空的牽絆（普）
08/22 彩虹螢火蟲（普）
08/29 麵包超人：生命之星朵莉（普）

三民週日影展
東
區

每週日 14:00
08/05 真幌站前多田便利屋（輔）
08/12 大眼睛（護）
08/19 約他去看絕世雪景（護）
08/26 純真消逝的年代（輔）

每週四 14:00
08/09 我最親愛的（普）
週四樂齡電影院 08/16 翻轉奇蹟（普）
08/23 再見柏林（輔）
08/30 春之峰（普）

錫口電影院

永春假日電影院
蛻變中的心靈－
青少年電影月

週三來趣看電癮

大直假日電影院

大同假日電影院

西 歡樂假日電影院
區

萬華假日電影院
－電影萬花筒
假日歡笑 FUN
電影
建成假日電影院

08/25（六）10:00 愛情智囊團（護）
每週六 16:10
08/04 明星戀愛公寓（普）
08/11 車手（護）
08/18 逆光教師（護）
08/25 世界的彼岸（普）
08/11（六）13:30 怦然心動（護）
08/18（六）13:30 年少時代（護）
每週三 14:00
08/01 動物方程式（普）
08/08 歡樂好聲音（普）
08/15 表情符號電影（普）
08/22 Cars：閃電再起（普）
08/29 艾蓮娜公主：難忘的慶典（普）
每週日 14:00
08/05 麻辣嬌鋒（輔）
08/12 超能蟻男孩（護）
08/19 失控隧道（護）
08/26 歡迎光臨貝拉的奇幻花園（普）
每週日 14:00
08/05 幫老爸拍張照（普）
08/12 小精靈找麻煩（護）
08/19 地球人壞壞（普）
08/26 森林戰士（護）
每週日 10:00
08/05 蝙蝠俠對超人：正義曙光（護）
08/12 絕命救援（普）
08/19 姊妹（普）
08/26 全民超人（護）
每週日 14:00
08/05 南方野獸樂園（護）
08/12 廢青同盟（輔）
08/19 救救菜英文（普）
08/26 臨終信託（輔）
08/05（日）14:00 史丹利的便當盒（普）
08/26（日）14:00 她的幸福壽司夢（護）
雙週 週日 14:00
08/12 紐約哈哈哈（護）
08/26 可可夜總會（普）

中崙分館
8773-6858

三興分館
8732-1063

六合分館
2729-2485

三民分館
2760-0408

松山分館
2753-1875
永春分館
2760-9730
南港分館
2782-5232
親子美育數
位圖書館
2651-8163

哈特 HOT 假日
電影院

08/26（日）14:00 異星入境（護）

第 2、4 週 週三 14:30
週三童樂會
08/08 劇場版銀魂完結篇－永遠的萬事屋（護）
－兒童影片欣賞
08/22 怪怪箱（護）
每週六 16:00
08/04 牧羊小英雄（普）
大安假日電影院 08/11 跨界失控（護）
08/18 暫停 1 次
08/25 虎媽無犬女（護）
木柵兒童電影院 雙週 週三 14:00
－「裝神弄鬼我 08/08 史酷比！好萊塢鬧鬼記（普）
08/22 第十四道門（普）
不怕」
每週五 18:30
08/03 青春恐怖箱（輔）
木柵星光電影院
08/10 闇陰宅（護）
－「夏天不看恐
08/17 鬼潛艇（輔）
怖電影不酷」
08/24 現代驅魔師（護）
08/31 謀圖一雄之亡靈拼圖（輔）
南
每週日 14:00
區
08/05 打獵季節 2（普）
好時光假日
08/12 戀妻家宮本（普）
電影院
08/19 石中劍（普）
08/26 大夢想家（護）
每週日 14:30
08/05 金剛：骷髏島（護）
萬興假日電影院 08/12 末日世紀（護）
08/19 小鎮醫生（普）
08/26 阿大是我哥（護）

景美 FUN 輕鬆電 雙週 週六 09:30
影院－我的動物 08/11 尼斯湖水怪（普）
08/25 送子鳥（普）
朋友
08/04（六）10:00 小鹿斑比（普）
08/11（六）10:00 仙履奇緣（普）
每週日 14:00
08/05 冰雪奇緣（普）
景新假日電影院 08/12 腦筋急轉彎（普）
08/19 小小兵（護）
08/26 大英雄天團（普）
08/09（四）14:00 巴黎愛情故事（輔）
璀璨巴黎影片
08/23（四）14:00 愛在巴黎破曉時（輔）
欣賞

唭哩岸影展－
08/22（三）14:30 逆風飛翔（普）
橘子電影院
唭哩岸影展－
08/29（三）14:30 腰瘦食堂（普）
樂齡電影院
唭哩岸影展－
08/18（六）14:30 馬拉松夢想家（普）
午後時光電影院
每週三 14:00
08/01 原子小金剛（普）
週三童趣電影院 08/08 名偵探柯南劇場版：第 11 位前鋒（護）
08/15 我們這一家劇場版：超能力花媽（普）
08/22 哆啦 A 夢：大雄的機器人王國（普）
每週六 14:00
08/04 蝴蝶（普）
週六彩繪電影院 08/11 我為琴狂（普）
08/18 誰偷走蒙娜麗莎（護）
08/25 沉默的雙眼（輔）
每週日 14:00
08/05 老爸搞不定（輔 15）
葫蘆堵假日電影
08/12 你的名字（普）
院
08/19 使者（護）
08/26 偷書賊（護）

遇見北投綠書房
08/04（六）10:00 羅雷思（普）
北 主題影展
區
每週日 14:00

大直分館
2533-6535

08/05 敲開我心門（輔）
08/12 閨蜜瘋上路（輔 15）
08/19 聽不見的勝利（護）
08/26 女生向前行（輔）
◆ 08/26 映後有電影讀書會

稻香假日電影院 08/12（日）14:00 卜多力的一生（普）

延平分館
2552-8534

萬華分館
2339-1056
西園分館
2306-9046
建成分館
2558-2320

大安分館
2732-5422

木柵分館
2939-7520

永建分館
2236-7448

萬興分館
2234-551

景美分館
2932-8457

夏日動畫電影院

清江電影臺

大同分館
2594-3236

王貫英先生
紀念圖書館
2367-8734

內湖 FUN 電影

08/18（六）10:00 麥兜故事（普）

08/01（三）14:00 黑貓魯道夫（普）
08/08（三）14:00 最美的安排（普）
西中夏日電影院
08/15（三）14:00 老師與流浪貓（普）
08/22（三）14:00 等一個人的咖啡（普）
每週三 14:00
08/01 哆啦 A 夢－大雄的天方夜譚（普）
東 湖 週 三 Fun 電 08/08 哆啦 A 夢－大雄與夢幻三騎士（普）
08/15 哆啦 A 夢－大雄與迷宮之旅（普）
影
08/22 KERORO 軍曹：劇場版（普）
08/29 KERORO 軍曹 2：深海的公主（普）
每週三 18:30
08/01 長城（輔）
08/08 我的海星爸爸（普）
西湖週三電影院
08/15 芭蕾奇緣（普）
08/22 生存家族（普）
08/29 條子超大條（護）

景新分館
2933-1244

天母分館
2873-6203

吉利分館
2820-1633

李科永
紀念圖書館
2883-3453

葫蘆堵分館
2812-6513
北投分館
2897-7682

清江分館
2896-0315

稻香分館
2894-0662
內湖分館
2791-8772
西中分館
8751-5497

東湖分館
2632-3378

西湖分館
2797-3183

一、成人及青少年研習班
區
別

班別

時間

舉辦地點
洽詢電話

愛麗絲英文讀書會

每週二 09:30-12:00（至 12/25 止）

閩南語讀書會

每月最後 1 個週六 09:00-12:00
（至 12/29 止）

喜悅讀書會

每月第 2 個週六 09:00-11:00
（至 12/08 止）

成人書法班

每週一 09:00-12:00
（至 12/31 止）

低頭族數位閱讀學習

08/07（二）14:00-15:00
08/08（三）14:00-15:00

Youtube 創客實作班
（第 2 期）★

08/05（日）13:30-17:30

六合分館
2729-2485

龍華讀書會

每週五 09:30-11:30
（至 108/02/01 止）

科普一下•手作會★
魔術背後的科學

08/05（日）14:00-16:00

舊莊分館
2783-7212

師法自然－山水畫研習班

每月第 2、4 個週四 09:30-11:30
（至 12/27 止）

詩話人生讀書會

每週五 18:30-20:30（至 10/19 止）

慢性病長者防跌課程＊★

每週一 14:00-16:00（至 08/27 止）

蘭心媽媽讀書會

每週一 09:30-12:00
（至 12/24 止）

八段錦與太極 13 式＊★

每週二 09:30-11:30
（自 08/14 起至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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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個週四 09:30-12:00
（至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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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6 止）

東
區 我動故我在＊★
活力逆齡武夠讚＊★

永春分館
2760-9730

每週三 09:30-11:30
（自 08/15 起至 12/05 止）
每週三 14:00-16:00
（自 08/15 起至 12/05 止）

親子免費電腦研習班－
08/01（三）09:00-12:00
親子快樂學 Offie（第 8 期）
08/03（五）09:00-12:00
★
08/07（二）09:00-12:00
親子免費電腦研習班－
親子快樂學 Offie（第 9 期） 08/08（三）09:00-12:00
08/09（四）09:00-12:00
★

東
區

西
區
三民分館
2760-0408

彩虹生命教育志工大直團 每週四 09:30-12:00
隊讀書會
（休館日暫停，至 12/27 止）
成人讀書會

每週三 19:00-21:00（至 12/26 止）

每月一書讀書會

第 2、4 個週四 19:00-21:00

親子免費電腦研習班－
親子快樂學 Offie
（第 10 期）★

08/14（二）09:00-12:00
08/15（三）09:00-12:00
08/16（四）09:00-12:00

每月一書讀書會

每週五 09:30-11:30（至 12/28 止）

祥祥英語讀書會

每週五 19:00-21:00（至 12/28 止）

親子免費電腦研習班－
影像處理★

08/01（三）09:00-12:00
08/03（五）09:00-12:00

道藩英語讀書會

每月第 2、4 個週三 19:00-21:00
（至 12/26 止）

親子免費電腦研習班－
手機操作入門★

08/08（三）09:00-12:00
08/10（五）09:00-12:00

愛閱親職讀書會

每週四 09:00-11:00
（休館日暫停，至 12/27 止）

親子免費電腦研習班－
手機操作進階★

08/15（三）09:00-12:00
08/17（五）09:00-12:00

永心讀書會

每月第 1 個週日 09:00-12:00
（至 12/02 止）

西 布布驚喜手作樂－
區 杯墊 DIY（第 1 場）★

08/10（五）13:30-16:30

快樂讀書會

每週三 10:00-12:00
（至 12/31 止）

布布驚喜手作樂－
杯墊 DIY（第 2 場）★

08/24（五）13:30-16:30

藍丹讀書會

每月第 3 個週三 19:00-21:00
（至 12/19 止）

臺語歌謠賞析班

每週一 09:30-11:30
（自 08/27 至 10/22 止）

萬華分館
2339-1056

延平分館
2552-8534

布布驚喜手作樂－
創意拼布研習班★

每週五 13:30-16:30
（至 09/07 止）

大同分館
2594-3236

文山樂齡平板電腦及
智慧型手機 1 對 1 教學＊

每週五 14:00-16:00
（至 12/28 止）

景新分館
2933-1244

每週四 09:30-12:00
（休館日暫停，至 09/20 止）

王貫英先生
紀念圖書館
2367-8734

2018 年幸福家庭
帶領人培力
初階課程★
生活法律研習班：
票據權利★
南
生活法律研習班：
區
遺囑與繼承★
生活法律研習班：
智慧財產權★
生活法律研習班：
刑法犯罪★
法律扶助基金會
駐館律師法律諮詢★
暑期水墨書畫研習班★
北 圖書館電子閱★
區
超人氣日語班

08/03（五）14:00-16:00

木柵分館
2939-7520

班別
喜閱讀書會

總
館 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日語新聞讀書會＊

東
區

英文讀書會

每週一 09:30-11:30

日語傳習讀書會

每週六 10:00-12:00（至 12/22 止）

日本語入門讀書會

每週一 10:00-11:30（至 12/31 止）

輕鬆學英語讀書會＊

每週二 09:30-11:30（至 108/02/26 止）

日本語新聞讀書會＊

每週五 10:00-12:00（至 12/28 止）

共好讀書會

清江讀書會

每週四 10:00-12:00（至 12/27 止）

愛家社區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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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二 13:30-16:30（至 12/25 止）

成人讀書會

每週二 09:00-11:00（至 12/26 止）

生活日語讀書會
北
區 英文讀書會

每週四 09:00-11:00（休館日暫停）

舉辦地點
洽詢電話
總館 11 樓研習教室
2755-2823#2112

中國經典讀書會

每週二 19:30-21:00（至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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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館 9 樓多功能活動室
2755-2823#2301

圓緣婦女讀書會

每月第 3 個週五 14:00-16:00
（至 12/21 止）

每週二 18:30-20:30（至 08/28 止）
08/10（五）10:00-12:00
08/10（五）13:30-15:30

西湖分館
2797-3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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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華民眾閱覽室
2785-1740
延平分館
2552-8534

長安分館
2562-5540

大直分館
2533-6535
大同分館
2594-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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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新分館
2933-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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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楓香讀書會

西中分館
8751-5497

每週一 09:00-12:00
（至 12/31 止）

每週五 09:30-11:30

每月 2、4 個週四 10:30-12:00
（至 12/27 止）

每月第 2、4 個週四 14:00-17:00
（至 12/27 止）

第 2、4 個週二 10:00-12:00

英文讀書會

第 1、3 個週六 10:00-12:00
（至 12/15 止）

08/24（五）14:00-16:00

時間

每週二 14:00-16:00（至 12/27 止）

蘇菲學堂讀書會

二、成人及青少年讀書會
區
別

每月第 1 個週二 10:00-12:00
（至 12/04 止）

樂活玩手作－手作讀書會

好書好說說故事讀書會

08/10（五）14:00-16:00
08/17（五）14:00-16:00

南
區 輕旅行讀書會

永春分館
2760-9730

每週五 09:30-11:30（至 12/28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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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民英文讀書會

每週二 09:30-11:30（至 12/25 止）

三民分館
2760-0408

終身學習讀書會

每月第 4 個週三 19:00-21:00
（至 12/26 止）

明盲讀書會

每月 2、4 個週六 09:30-11:30
（至 12/22 止）

啟明分館
2514-8443

能量繪本與生命對話★

每週二 15:00-17:00
（自 08/21 起至 10/02 止）

西湖分館
2797-3183

新韻婦女成長讀書會

每月第 2 個週一 14:30-17:00
（至 12/10 止）

2018 每月一書讀書會

每週三 09:30-12:00
（至 2019/01/02 日止）

大好樂活讀書會

每月第 3、4 個週五 14:00-16:00
（至 12/28 止）

智慧理財讀書會

每月最後 1 個週四 13:30-16:30
（至 12/27 止）

東湖分館
2632-3378
葫蘆堵分館
2812-6513

漫畫家創意讀書會

第 2 個週六 14:30-17:30
（至 12/08 止）

松香讀書會

每月第 2 個週二 14:00-15:30
（至 12/11 止）

中崙分館
8773-6858

松山分館
2753-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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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兒童 ․ 中英文說故事時間

一、兒童讀書會 ․ 研習班
區
別

活動名稱

兒童英語閱讀指導
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
親子共讀工作坊★
總 食育綠繪本：海邊的鳥醫生★
館 了解綠桌遊學環保：
綠能大作戰★

日期

每週日 14:00-15:30

08/11（六）14:00-16:00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總館 B2
多功能活動室
2755-2823#2140
總館 B2 階梯教室
2755-2823#2412

08/11（六）14:00-16:00

總館 B1 藝廊
2755-2823#2301

親子讀經班

每週五 19:50-20:50（至 12/28 止）

永春分館
2760-9730

08/10（五）14:30-16:30

三民分館
2760-0408

08/22（三）14:00-15:30

民生分館
2713-8083

每週一 14:30-16:00（至 12/24 止）

每週五 19:00-21:00（至 12/28 止）

親子美育數位圖書館
2651-8163
大直分館
2533-6535

08/09（四）14:00-16:00
08/16（四）14:00-16:00

好 Young
少年創意基地
（大同分館
2594-3236）

08/12（日）14:00-16:00

延平分館
2552-8534

科學魔術真有趣★

08/05（日）14:00-16:00

長安分館
2562-5540

太空科學知多少
─福爾摩沙衛星★

08/12（日）10:00-12:00

東園分館
2307-0460

手感閱讀，從零開始
－手縫布書送寶貝★

08/04（六）13:30-17:30
08/11（六）13:30-17:30

城中分館
2393-8274

布可的創意寫作研習班★
場次 3：國小五、六年級

08/07（二）14:00-16:00
08/08（三）14:00-16:00

景美分館
2932-8457

動物平權 友善城市
行動工作坊★

08/25（六）13:30-15:30

力行分館
8661-2196

每隔週三 18:30-20:00

王貫英先生
紀念圖書館
2367-8734

趣味桌遊體驗課程★
西
區 臺灣原住民文化手作體驗－
布農族勇士山豬牙項鍊★

木棉花兒童讀書會
南
區 文山樂齡祖孫親子踢踏舞

景新分館
2933-1244

圖書館，我的第三空間活動
食在好好玩★

08/19（日）0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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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4（六）09:30-11:30

萬興分館
2234-5501
吉利分館
2820-1633

閱讀與手作
怕浪費的奶奶－食具袋著走★

08/19（日）13:00-16:00

北投分館
2897-7682

動物平權 友善城市
行動工作坊★

08/04（六）13:30-15:30

天母分館
2873-6203

愛我的爸爸－親子手作繪本★

08/05（日）13:30-16:30

內湖分館
2791-8772

童言童語讀書會★

每月單週日 14:00-15:30（至 08/15 止）

與孩子同樂★

08/04（六）14:00-16:00

手工繪本書 DIY ★

08/11（六）14:00-17:00

親子共禪繞★

08/25（六）14:00-17:00

8 月桌遊月，祖孫一起桌遊趣

08/06（一）
08/13（一）
08/20（一）
08/27（一）

09:30-11:30
09:30-11:30
09:30-11:30
09:30-11:30

週五 10:00-10:30

每週日 10:0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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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六 14:30-16:00
林老師說故事

第 1、3 週

週六 14:30-16:00

第 2、4 週

週六 14:30-16:00

每週六 10:00-11:30

西 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區

Happy Story time
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ABC 故事時間
ZOO PARTY
英語故事時間
Say Hello
英語故事時間
林老師說故事
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中英語雙語說故事時間
Sunny 的故事花園－
讀童書．說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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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4 週

週日 10:00-11:30

西湖分館
2797-3183

東湖分館
2632-3378

Bookstart 嬰幼兒故事時間

北
區

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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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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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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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園分館 2307-0460

第1週

週日 14:30-16:00

建成分館 2558-2320

第 2 週 週六 10:00-11:30
第 2、4 週 週六 10:00-11:30
第 1、3 週 週六 14:30-16:00

各分館
2755-2823#2130
景新分館 2933-1244
城中分館 2393-8274
永建分館 2236-7448

第 2、4 週

萬興分館 2234-5501

每週六 14:30-16:00

週六 10:30-12:00

週日 10:30-12:00

王貫英先生
紀念圖書館
2367-8734
景美分館 2932-8457
木柵分館 2939-7520
文山分館 2931-5339
力行分館 8661-2196

第 1、3 個週日 10:00-11:30

道藩分館 2733-4031

第 2、4 週

大安分館 2732-5422

第1週

週日 10:30-12:00

週六 10:30-11:00

第 2、4 週

週六 14:3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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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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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鷺鷥英語故事時間
夢奇地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第 2、4 週 週日 14:30-16:00
每週日 10:30-11:30
最後 1 週 週六
10:00-10:30、11:00-11:30

Bookstart 嬰幼兒故事時間

各分館及
龍華民眾閱覽室
2755-2823#2130
中崙分館 8773-6858

週日 10:30-12:00

每週六 10:00-11:30
班比英語故事時間

總館 B2 階梯教室
2755-2823#2140

第1週

每週六 14:30-16:00
（士林分館、稻香分館館舍重建暫停辦理）
林老師說故事

總館 B2
多功能活動室 27552823#2130
總館 B2
多功能活動室
2755-2823#2140

長安分館 2562-5540

南
區 夏綠蒂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第 3 週 週日 10:30-12:00
毛毛蟲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第 4 週 週日 14:30-16:00
小瓢蟲英語故事時間
第 2、4 週 週六 10:00-11:30

Reading Rainbow
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Rainbow's End 彩虹樂園
英語故事時間

舉辦地點、洽詢電話

每週六 10:00-11:30

Story Time 英語故事時間 第 2、4 週

08/01（三）14:00-16:00
走讀方舟 2：動物方舟手工書★ 08/08（三）14:00-16:00
08/15（三）14:00-16:00

每週日 09:30-11:30（至 09/02 止）

單週

啄木鳥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每週六 10:30-12:00

08/18（六）13:00-16:00

北
區 西湖親子讀經班

每週六 14:30-16:00

熊寶貝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第 2、4 個週六 10:30-12:00
第 1、3 週 週六 10:00-11:30
兒童英語故事時間
每週日 14:30-16:00
最後 1 週 週日 10:00-11:30
民生分館
x
松山親子館
第 3 週 週三 14:30-16:30
東
玩具圖書館外展服務
（至 12/19 止）
區
FUN 輕鬆！
第 4 週 週日 10:30-12:00
週日英語故事時間
歡喜閱讀 ABC
雙週 週日 10:30-12:00
兒童英語樂園
LaLa Story time
第 3 週 週日 10:30-12:00
兒童英語說故事時間
QBABY Story Time
第 3 週 週日 10:00-10:30
林老師說故事
08/04（六）10:30-11:10
大手牽小手，一起動一動

每週日 14:30-15:30（至 12/30 止）

圖書館，我的第三空間活動
假的自然課★

奈米是什麼米，好吃嗎？

日期

第 2、4 週 週六
Bookstart 嬰幼兒故事時間 第 1 場 10:00-10:30
第 2 場 11:00-11:30
林老師說故事

08/10（五）14:00-16:30

親子讀經班

QBABY 雙語故事時間
總
館 小小世界兒童英語故事
時間

總館 11 樓研習教室
2755-2823#2117

歡慶祖父母節－夜市人生

知書達禮小童生：
兒童讀經讀書會

活動名稱
林老師說故事

08/04（六）14:00-16:00

讓我們一起「假裝」好不好？
08/12（日）14:00-16:00
用說故事把假的變成真的★

107 年度祖孫節推廣活動
祖孫情：扭捏氣球、
東 手作玩具、祖父母來同樂
區
怕癢樹劇場－
謝謝您茶小樹紙劇場

區
別

週日 14:30-16:00
週日 10:00-11:30

在社子島智慧圖書館閱讀城 每週六 10:00-12:00
市英文繪本
（至 09/01 日止）

景新分館 2933-1244
各分館、秀山民眾閱覽室
2755-2823#2130
石牌分館 2823-9634
吉利分館 2820-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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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利分館 2820-1633
葫蘆堵分館 2812-6513
內湖分館 2791-8772
東湖分館 2632-3378
社子島智慧圖書館
（葫蘆堵分館
2812-6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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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