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館別 活動日期及時間 活動地點 報名日期 報名名額 活動內容簡要

1/20(一)-1/22(三) 全市各館 無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活動期間借滿5本書，即可獲得紅包

袋

1/28(二) 全市各館 無 1名
初四開館第一位完成借閱的讀者即可

獲得「閱讀越好運」禮包1個

2/1(六)

10:00-12:00、14:00-1600
總館5樓研習教室 1/22(三) 20名(上、下午) 利用環保材質製作作花燈

2/8(六)

10:00-12:00、14:00-1600
總館5樓研習教室 1/22(三) 20名(上、下午) 創意剪紙花燈DIY

1/21(二)-1/23(四) 總館1樓櫃台 無 數量有限，借完為止
活動期間內持本人有限借閱證，即可

外借有趣桌遊，借閱期間為7天

1/16(四)-1/23(四) 全市各分館 無 無限制
活動期間內借書的讀者借閱期限展延

一個禮拜(共37天)

1/28(二)-1/31(五)14:00-16:00 總館5樓研習教室 無 30名 播放闔家歡樂熱門電影

1/2(四)-1/31(五) 三重分館1樓主題書展區 無 無限制 主題書展

1/2(四)-1/31(五) 三重南區分館3樓主題書展區 無 無限制 主題書展

1/23(四)-2/23(日) 三峽北大分館 無 無限制

喜迎金鼠年，米奇米妮充滿年節的裝

扮，在三峽北大分館陪伴讀者歡樂過

鼠年

2/8(六) 三峽分館3樓多功能教室 1/2 20名 DIY活動

1/2(四)-1/31(五) 開館時間 中和分館7樓書展區 無 無限制 主題書展

1/2(四)-1/31(五) 開館時間 永和保生分館5樓書展區 無 無限制 主題書展

1/2(四)-1/31(五) 開館時間 永和分館 3樓書展區 無 無限制 主題書展

1/2(四)-1/31(五) 開館時間 永和民權分館 8樓書展區 無 無限制 主題書展

1/2(四)-1/31(五) 開館時間 永和親子圖書閱覽室 2樓書展區 無 無限制 主題書展

1/2(四)-1/31(五) 開館時間 永和民權分館 7樓書展區 無 無限制 主題書展

2/8日(六) 永和分館 1/15 36名

永和分館與復興美工師生攜手合作，

邀請青少年與銀髮族一起來圖書館體

驗元宵主題漫畫創作。

1/2(四)-1/31(五) 開館時間 五股分館3樓書展區 無 無限制 主題書展

1/2(四)-1/31(五) 開館時間 五股水碓分館4樓書展區 無 無限制 主題書展

1/2(四)-1/31(五) 開館時間 五股成功分館5樓書展區 無 無限制 主題書展

1/2(四)-1/31(五) 開館時間 五股更新圖書閱覽室3樓書展區 無 無限制 主題書展

1/2(四)-1/31(五) 開館時間 五股成州圖書閱覽室2樓書展區 無 無限制 主題書展

1/28(二)-1/30(四)開館時間 五股區各分館室 無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借書10本立即送「發財錢母」一個

(五股賀聖宮提供)

每張個人借閱證限領取一個

石碇分館 1/2(四)-1/31(五) 開館時間 坪林分館2樓書展區 無 無限制 主題書展

汐止分館 1/1(三)-1/20(一) 開館時間

汐止區分館/汐止大同分館/汐止長安

分館/汐止茄苳分館/汐止江北分館，

主題書展區

無 無限制 主題書展

三重分館

歡喜團圓做年菜主題書展

「除舊佈新迎新春」主題書展

「除舊佈新迎新春」主題書展

「除舊佈新迎新春」主題書展

書展:「新」年「新」菜輕鬆煮

家居設計、年前除舊佈新過好年

米奇米妮陪你歡樂過新年

中和分館
歡喜團圓做年菜主題書展

「輕鬆做年菜」主題書展

三峽分館

永和分館

活動名稱

2020鼠年閱好運．市圖「春節．元宵節」活動懶人包

「花好閱圓・慶元宵」-環保花燈DIY

「花好閱圓・慶元宵」-創意花燈DIY

翻轉藝術禪繞畫-用畫畫輕鬆啟發，新年

青銀共讀共創-元宵主題漫畫創作體驗營

五股分館

主題書展：鼠來寶 迎財神書展

主題書展：鼠來寶 迎財神書展

主題書展：鼠來寶 迎財神書展

主題書展：鼠來寶 迎財神書展

主題書展：鼠來寶 迎財神書展

鼠來寶~讓你鼠到手軟

主題書展: 年菜料理大進擊

「2020運勢up up」主題書展

闔家歡樂玩桌遊

閱讀迎新春．書福過好年

新春電影陪您迎新年

總館

2020鼠年閱好運．好運袋著走

2020鼠年閱好運．進館搶頭香



1/2(四)-1/31(五) 開館時間 林口分館5樓書展區 無 無限制 主題書展

1/2(四)-1/31(五) 開館時間 林口分館5樓書展區 無 無限制 主題書展

2/8(六)14:00-16:00 林口分館4樓兒童室 1/20(一) 15名 講座活動

2/8(六)開館時間 林口分館服務台 無 無限制

圖書館準備暢銷童書相關謎題，如著

名童書人物姓名、故事相關內容等，

凡答題即贈送獎品，活動採自由參加

，限國小學童參與。

2/8(六)18時過後 林口分館 1/20(一) 30名

邀請學童自攜燈籠、提燈尋書，找到

者再任意選答好書猜謎活動謎題，答

對即可獲得圖書館精選贈書。

1/18(六)14:00-14:30 板橋江子翠分館2樓幼兒圖書區 無 無限制 說故事活動

1/19(日)14:00-14:30 板橋江子翠分館2樓幼兒圖書區 無 無限制 說故事活動

1/1-1/31 板橋民生圖書閱覽室2樓展示區 無 無限制 主題書展

1/1-2/29
板橋萬板親子圖書閱覽室／新書展示

區
無 無限制 主題書展

1/1-2/29 中和員山分館/2樓書展區 無 無限制 主題書展

2/1(六)14:00-14:30 板橋江子翠分館2樓幼兒圖書區 無 無限制 說故事活動

2/1(六)10:00-10:30 中和員山分館2樓活動教室 無 無限制 說故事活動

2/8(六)18:00-20:00 板橋民生圖書閱覽室 1/2 15組 DIY活動

1/17(五)起開館時間 泰山分館/5樓服務檯 無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單次借滿5本書以上，即贈好運紅包

袋一份，內含好書券或其他贈品。數

量有限，贈完為止。

1/17(五)起開館時間 泰山貴子分館/3樓服務檯 無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單次借滿5本書以上，即贈好運紅包

袋一份，內含好書券或其他贈品。數

量有限，贈完為止。

1/17(五)起開館時間 泰山親子圖書閱覽室/3樓服務檯 無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單次借滿5本書以上，即贈好運紅包

袋一份，內含好書券或其他贈品。數

量有限，贈完為止。

1/2(四)-1/20(一) 開館時間 淡水分館4樓圖書室 無 無限制 主題書展

1/2(四)-1/20(一) 開館時間 淡水竹圍分館5樓圖書室 無 無限制 主題書展

1/2(四)-1/20(一) 開館時間 淡水水碓分館6樓圖書室 無 無限制 主題書展

1/19(日)10:00-12:00 新店中正閱覽室 1/2 30名
春節邀請名師指導書寫春聯，並現場

揮毫贈送春聯

2/8(六)09:00-12:00 新店中正閱覽室 無 20名
以傳統猜燈謎活動增加圖書館與社區

居民的節請歡樂氣氛

2/5(三)14:00-15:30 新店北新圖書閱覽室 1/15 20名

以不一樣的元宵DIY，紫元宵不是紫

元宵，讓孩子認識食物，從中認識傳

統節慶

2/1-2/15開館時間 新店北新圖書閱覽室 無 無限制 主題書展

新莊中港分館 1/7-1/22 開館時間 新莊分館5樓櫃台 無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持借書證借閱10本書籍，可獲得願望

小卡一張。

請將2020年心願寫在小卡當中，並於

櫃檯兌換年度記事本1份。

新店分館

年度願望牆：寫下你的2020年新願望吧~

泰山分館

淡水分館

林口分館

江子翠分館

新春借書好運來

主題書展：年菜輕鬆做

皮影戲-魅影洞穴之諭DIY

好書小粉絲猜謎

提著燈籠找好書

中文彩虹故事屋:森林的元宵節

彩虹故事屋：元宵節火樹銀花不夜城

主題書展:鼠來寶

主題書展：大家一起大掃除

書展：生活點子王 (收納 清潔 整理)

書展：居家布置一把罩 (改造 布置)

祖孫同樂-提燈踩街慶元宵

中文彩虹故事屋:過年啦 / 雷淑慧

英文彩虹故事屋:New Year's Eve / 黃瓊

主題書展:年節宴客菜

123鼠元宵

新春借書好運來

新春借書好運來

花好團圓慶元宵猜燈謎活動

紫元宵不是紫元宵

主題書展：除舊佈新過好年

主題書展：回家過好年-家的滋味

迎春送舊過好年  名師新春揮毫



瑞芳分館 1/2(四)-1/31(五) 開館時間 瑞芳分館1樓  無 無限制 主題書展

2/1(六)~2/10(一)開館時間 萬里分館4樓流通櫃台 無 50名
持新北市立圖書館借閱證，借滿5本

書，即可免費抽智慧福袋1個！

1/16(四)-1/31(五)開館時間 萬里分館4樓書展區 無 無限制 主題書展

2/1（六）14:00～16:00 萬里分館4樓閱覽室 1/15起 30名
邀請專業的廖宇潔老師，和大家分享

最潮的3D列印。

2/1(六)~2/10(一)開館時間 金山分館1樓流通櫃台 無 50名
持新北市立圖書館借閱證，借滿5本

書，即可免費抽智慧福袋1個！

1/18(六)13:30-14:30 金山分館2樓兒童閱覽區 無 無限制
參加彩虹故事屋活動，每次可集一點

，集滿五點即可兌換一份精美小禮物

2/1(六)~2/10(一)開館時間 石門分館2樓流通櫃台 無 30名
持新北市立圖書館借閱證，借滿5本

書，即可免費抽智慧福袋1個！

1/18(六)13:00-14:00 石門分館2樓兒童閱覽區 無 無限制
參加彩虹故事屋活動，每次可集一點

，集滿五點即可兌換一份精美小禮物

2/1(六)~2/10(一)開館時間 三芝分館1樓流通櫃台 無 50名
持新北市立圖書館借閱證，借滿5本

書，即可免費抽智慧福袋1個！

1/16(四)-1/31(五)開館時間 三芝分館1樓書展區 無 無限制
參加彩虹故事屋活動，每次可集一點

，集滿五點即可兌換一份精美小禮物

1/18（六）14:00-15:00 三芝分館1樓兒童室 12/15起 35名 DIY活動

1/15（三）14:00-15:00 石門分館2樓閱覽區 12/15(二) 35名 DIY活動

2/1（六）13:30-14:30 金山分館3樓研習教室 1/15(三) 30名 DIY活動

1/28(二)9:00起 樹林分館3樓多功能室 無 無限制 新春電影院陪您過好年

1/28(二)11:00起 樹林分館3樓多功能室 無 無限制 新春電影院陪您過好年

1/28(二)12:30起 樹林分館3樓多功能室 無 無限制 新春電影院陪您過好年

1/28(二)14:30起 樹林分館3樓多功能室 無 無限制 新春電影院陪您過好年

1/29(三)9:00起 樹林分館3樓多功能室 無 無限制 新春電影院陪您過好年

1/29(三)11:00起 樹林分館3樓多功能室 無 無限制 新春電影院陪您過好年

1/29(三)12:30起 樹林分館3樓多功能室 無 無限制 新春電影院陪您過好年

1/29(三)14:30起 樹林分館3樓多功能室 無 無限制 新春電影院陪您過好年

01/02(四)-01/31(五) 開館時間 蘆洲永安圖書閱覽室 無 無限制 主題書展

01/02(四)-01/31(五) 開館時間 蘆洲長安分館 無 無限制 主題書展

01/02(四)-01/31(五) 開館時間 蘆洲永平分館 無 無限制 主題書展

01/02(四)-01/31(五) 開館時間 蘆洲仁愛智慧圖書館 無 無限制 主題書展

02/08(六)14:30-16:30 蘆洲永平分館 1/18(六) 20名 DIY活動

蘆洲永安閱覽室

主題書展-鼠兆豐年

主題書展-鼠兆豐年

主題書展-鼠兆豐年

主題書展-鼠兆豐年

元宵手作活動-手做南瓜燈籠

吉祥如魚提燈DIY

吉祥如魚提燈DIY

萬里分館

新春電影院-天外飛來一隻豬

新春電影院-藍色小精靈-失落的藍藍村

新春電影院＊可可夜總會

新春電影院-雞排英雄

鼠來寶~新春抽智慧福袋

主題書展：豐盛有餘

新春開運樂3D

鼠來寶~新春抽智慧福袋

彩虹故事屋： 豬古力的跨年願望

鼠來寶~新春抽智慧福袋

樹林分館

彩虹故事屋： 年獸來了

鼠來寶~新春抽智慧福袋

主題書展：劈哩啪啦迎新年～

新春電影院＊玩具總動員3

開春祈福卡片DIY

新春電影院-＊哆啦A夢

新春電影院-長江7號

新春電影院-名偵探皮卡丘

歡樂迎新春



1/18(六)開館時間 蘆洲集賢分館7樓藝文中心 無 無限制
展出傳統詩詞、書法、水墨畫及篆刻

作品外，更舉辦<歡慶鼠年贈春聯>之

藝文活動，祈以藝術洋溢過年氣氛。

1/18(六)14:00-16:00 蘆洲集賢分館4樓多功能教室 1/8(三)起 限25名

屬於你的香氣好運到，透過與植物香

氣能量的連結，成為自己的香氣魔法

師

1/19(日)14:00-16:00 蘆洲集賢分館7樓視聽室 無 無限制

屬於你的香氣好運到，透過與植物香

氣能量的連結，成為自己的香氣魔法

師

1/1-1/20開館時間 鶯歌分館1樓主題書展區 無 無限制
為迎接農曆新年到來，特別展示春節

相關書籍，以及與生肖「鼠」相關繪

本，希望能帶給讀者滿滿的福氣！

1/1-1/20開館時間 鶯歌分館4樓主題書展區 無 無限制
一年之計在於春，透過仔細地分析與

規劃，便能掌握人生財富，特別展示

理財相關書籍，好好運用不只能充實

內在，更能創造意想不到的財富。

1/19(日)14:00-16:01 鶯歌分館B1故事劇場 無 無限制 新春電影院陪您過好年

1/18(六)14:00-16:00 鶯歌分館B1玩具室&1樓兒童室 12/20起 限額30組
募集100隻讀者手作福氣鼠，並搭配

玩具室的各類玩具，讓鼠兒優游在玩

具遊樂中，形成館內的裝置藝術。

2/1(六)14:00-16:00 鶯歌分館1樓樂齡資源教育區 1/10起 無限制
韓國大嬸說韓國文化典故，學說韓國

新年吉祥話！

2/7-2/9開館時間 鶯歌分館1樓櫃台 無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凡2/7-2/9開館期間,借閱10本跟老鼠

相關書籍即可參加搖獎,豐富獎品等

您帶回家!

2/7-2/9開館時間 鶯歌二甲服務櫃台 無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凡2/7-2/9開館期間,借閱10本跟老鼠

相關書籍即可參加搖獎,豐富獎品等

您帶回家!

2/7-2/9開館時間 樹林樂山服務櫃台 無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凡2/7-2/9開館期間,借閱10本跟老鼠

相關書籍即可參加搖獎,豐富獎品等

您帶回家!

「如鼠家珍元宵樂」

「如鼠家珍元宵樂」

「如鼠家珍元宵樂」

鶯歌分館
「如鼠家珍、百鼠齊福迎新春」

阿珠媽聊韓文化

歡慶鼠年贈春聯/中華大漢書藝協會

2020香氛好運到/鄭琪琳

2020香氛好運到/鄭琪琳

愛閱讀:心有所鼠

愛閱讀:鼠來寶

賀歲影展:總鋪師(護)145分

蘆洲集賢分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