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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寒假閱讀學習護照 

有效日期：2020 年 1 月 21 日至 2 月 10 日 

我的姓名：                       

就讀學校：                       

就讀年級：        年        班 

發照單位：             圖書館/學校 

完成後，請帶著借閱證到此證所屬的圖書

館蓋章認證。 

 

借閱證號：                          

 

 

 

 

  

圖書館認證章 

認證章蓋章處： 

 

2/4-2/9 到台北國際書展逛逛 

還有機會獲得驚喜小禮物！ 

書展 
獎勵品 
認證章 

適用 

臺北市立圖書館、新北市立圖書館、 

基隆市立圖書館、國立臺灣圖書館 

好康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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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活動辦法f 

「安妞哈誰呦（안녕하세요）」 

� 配合今年台北國際書展的主題國─「韓國」，我們準

備了一些有趣的問題等你來挑戰，請多多利用圖

書館或網路資源找出解答。 

� 完成護照內所有題目後，就可以到圖書館請館員

幫你蓋上認證章，再憑借閱證領取獎勵品。也千萬

不要錯過圖書館的寒假閱讀節系列活動喔！（詳細

活動資訊請看 10-14 頁） 

� 如果你還沒有圖書館的借閱證，只要帶著你的戶

口名簿或身分證到圖書館，就可以辦理了。 

� 完成認證的獎勵依各圖書館有所不同，可以先詢

問各辦理單位。 

� 寒假除了待在圖書館，更別錯過 2 月４日至９日

的台北國際書展。在這段期間到台北世貿展覽館

一館服務臺，即可憑這本學習護照兌換精美紀念

品 1 份。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韓 語 補 充 讚  

安妞哈誰呦（안녕하세요）是韓語的您好，也有再見與早

安的意思。如果在韓國聽到人家親切問候你，別忘了

回一句「安妞哈誰呦」，展現你的友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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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所說的韓國通常是指「大韓民國」，因為常在

生活中聽聞或接觸而感到親切，例如：韓國品牌的手

機、老少咸宜的韓國電視劇，或是風靡粉絲的韓國偶

像等等；但是對於「韓國」的地理、歷史、經濟和文

化，可能又很陌生。今年寒假，讓我們「與書同行」，

一起在好書中「閱讀韓國」，探索這個我們陌生又熟悉

的亞洲國家。 

  剛拿下 72 屆坎城金棕櫚獎的電影《寄生上流》

中有不少高明的政治隱喻，其中有一段社長詢問應

徵司機的主角爸爸，對路是否熟悉？爸爸幽默一答：

「38 度線以南都沒問題」，表示自己會是可靠又專業

的駕駛。 

 

 

  

  

一、請問北緯 38 度是什麼的分界線？ 

口 A：韓國（南韓）與朝鮮（北韓）           

口 B：平原區與高山區  

口 C：都會區與田園區 

口 D：信仰新教與信仰薩滿教 

認識韓國 

解答線索 
1. 100 個國家的 100 個故事 作者：黃根基 北市圖索書號：J716 4444 
2. 圖解韓國文化 作者：王永一 北市圖索書號：732.3 1031 

3. 漢江奇蹟：韓國 作者：Amoeba Design 北市圖索書號：J732 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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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 年朝鮮半島脫離日本獨立後，因美國與蘇聯

政治勢力拉鋸而陷入分裂，隨後於 1950 年爆發韓戰。

1953 年南北韓代表在板門店簽署《朝鮮停戰協定》，雙

方約定以休戰線為界各退 2 公里，因此在兩國之間構

成 4 公里寬的「非武裝地帶」，南北對峙持續至今。 

  有趣的是，因為禁止進入、人煙稀少，非武裝地

帶意外成為野生動物的棲地，近年更首次在非武裝

區內，拍攝到屬於易危物種的亞洲黑熊。 

 

 

 

 

 

 

 

 

 

 

 

二、左方地圖中用旗子標示的為

南北韓首都，分別是指哪裡？

請選出完全正確的選項。 

口 A：首爾、清津 口 B：首爾、平壤 

口Ｃ：水原、平壤 口 D：光州、平川 

韓國地理 

韓國位於亞洲東北方朝鮮半島的南半部，三面環海，西面與中國

隔海相望，東臨日本海。氣候屬於溫帶季風，四季分明，冬天乾冷、

夏季濕熱，地形多為高山和丘陵。 

解答線索 
國旗小百科 作者：小紅花童書工作室 北市圖索書號：J571.182 9240 

韓 國 地 理 補 充 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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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東海水枯，白頭山岩石朽爛，天保佑我疆土！

願我國家萬歲。華麗江山三千里，OOO 遍野盛開。大韓

人誓死衛國。願韓國屹立萬代！」 這段氣勢雄渾的歌

詞截取自被韓國人當作國歌的〈愛國歌〉。歌曲背景與

韓國抵抗日本入侵有關，因此在日本統治時期被禁

唱。此段歷史為本歌增添不少悲壯的色彩。 

 

 

 

 

 

 

 

 

三、上述歌詞中的 OOO 是韓國國花，花期長且花

開得無窮無盡，一朵花凋謝後其他花苞也會

繼續開，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象徵韓國人經歷

風霜也不低頭的勇氣。請問 OOO 是什麼花？ 

口 A：     口 B：  

口Ｃ：     口 D：  

無窮花 鳶尾花 

鬱金香 玫瑰花 

 

韓國國花 

以上圖片取自可商用共享圖庫 Pixabay（https://pixabay.com/） 

解答線索 
1. 圖解韓國文化 作者：王永一 北市圖索書號：732.3 1031 

2. 我的首爾歲月 作者：石曉楓 北市圖索書號：732.3 1064 

3. 漢江奇蹟：韓國 作者：Amoeba Design 北市圖索書號：J732 3346 

花草小知識：無窮花就是木槿花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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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知道「겨울방학」是什麼意思嗎？是我們正在放

的「寒假」！如果沒有標示漢字或學習韓文，只看文

字是不是很難知道意思呢？  

  韓國的通用語言是韓語，使用文字是韓文，在 15

世紀以前，韓國語只用於交談溝通而沒有文字，是以

漢字為書寫工具，但卻產生漢字無法完全表達韓語

和文法順序相反等問題，一直到西元 1446 年頒布「訓

民正音」後，韓文才有了文字。 

 

 

 

 

 

 

 

 

四、請問是哪一位君王創建了韓文，並於 1446 年頒

布「訓民正音」？ 

口 A：亞歷山大             口 B：世宗大王 

口 C：彼得大帝             口 D：亨利八世 

五、OO 節是韓國為紀念韓文創建而設立的國定假

日，請問關於 OO 節，下列哪一組節日名稱與

日期的組合完全正確？ 

口 A：三一節（03 / 01）    口 B：韓文節（10 / 09） 

口 C：開天節（10 / 03）   口 D：聖誕節（12 / 25） 

解答線索 
1. 圖解韓國文化 作者：王永一 北市圖索書號：732.3 1031 

2. 朝鮮王朝五 OO 年 作者：橘洸次 北市圖索書號：732.25 4733 

3. 漢江奇蹟：韓國 作者：Amoeba Design 北市圖索書號：J732 3346 

韓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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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戰後的韓國百廢待舉，憑藉一連串的經濟改

革，50 至 90 年代經濟迅速成長，稱為「漢江奇蹟」。 

  電影《侏儸紀公園》的熱賣讓當時的金泳三總統

決心發展文化產業。繼任的金大中總統進一步提出

「文化立國」的口號，制定相關法律和政策，使其獲得

「文化總統」的美稱。 

  如今，韓國娛樂產業─例如韓國流行音樂、電視

劇和電影等等，都在世界各地蔚為流行，也讓韓國文

化一同受到注意。因此，有人將這股由韓國娛樂產業

和韓國文化交織的韓流稱為「二次漢江奇蹟」。 

 

 

 

 

 

 

 

 

六、韓國電影題材豐富、善於在商業和藝術間取

得平衡，大膽描述和批判社會現況，甚至反

過來成為改變現實的契機。請問下列哪一部

電影以游泳為主題，探討韓國社會過度重視

競爭和排名的現況？ 

口 A：《季春奶奶》  口 B：《B 咖大翻身》  

口 C：《愛的禮讚》   口 D：《快樂第四名》 

韓國文化 

選項中的四部電影，圖書館都有館藏，

歡迎大家借回去趁寒假好好欣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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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出版許多受小朋友喜愛的知識學習漫畫，

例如由姜境孝老師創作的《世界歷史探險系列》，帶

領小朋友透過趣味的故事和可愛的漫畫認識世界。 

  韓國繪本同樣受到讀者歡迎，我們推薦獲布拉

迪斯國際插畫雙年展大獎的《塑膠島》，本書沒有用

太多的文字，而是以圖畫和故事帶出想要探討的議

題，讓我們以本書為起點，一起探索和閱讀韓國繪本。

�《塑膠島》也在書展選書中，更多精選韓國繪本

盡在圖書館！ 

 

 

 

   

 

 

 

 

 

七、請問閱讀《塑膠島》後的你可以怎麼樣幫助

主角，不用繼續住在塑膠島那樣的環境呢？ 

口 A：常參加淨灘活動  口 B：購物使用購物袋 

口 C：不使用塑膠吸管  口 D：以上皆是 

喜歡跟著「布卡」和「麥克」尋寶的小朋友看過來！ 

《尋寶記》作者姜境孝老師將於書展期間與大家見面，

來台見面會就在 2 月 8 日（六）13:30-14:30 的主題廣場，

歡迎各位小朋友一起參加！ 

閱讀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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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寒假閱讀節」由文化部和圖書館攜手合

作，並配合台北國際書展的主題國「韓國」進行活動

設計，小朋友除了可以在寒假期間參加有趣的閱讀

活動外，記得在完成這本閱讀學習護照後，將護照帶

到臺北市、新北市和基隆市的任一圖書館，以及台北

國際書展一館服務臺蓋章，領取精美贈品 1 份！ 

（每人限於圖書館與書展會場各兌換一次） 

一、2020 年的台北國際書展是第幾屆呢？ 

口 第 28 屆    口 第 27 屆    口 第 26 屆 

二、2020 年台北國際書展的童書館已經改名「童

書新樂園」，並且移到世貿一館，請問是在一

館的哪一樓？ 

口 世貿一館 1 樓 口世貿一館 2 樓 口 世貿一館 3 樓 

三、親愛的小朋友，請你選出最想參觀的 2020

年台北國際書展主題館？口 韓國主題國館    

口 幻境漫遊數位體驗展 口 國美館_藝時代漫漫 

  口 閱讀森林主題館 口 中小學生讀物選介主題館  

口走讀博物館 口書展大賞館 口數位主題館 

台北國際書展學習專區 

好康通報：2/4-2/9 還可以帶著護照到台北國際

書展闖關喔！（闖關格子請參見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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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圖書館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 125 號    02-2755-2823 

主題展覽 日期 館別 

「閱讀韓國‧與書同行」主題書展 1/21─2/10 總館、分館及民眾閱覽室 

「天母哈韓閱」中文韓國圖書暨韓文圖書展 1/21─2/29 天母分館 3 樓入口處 

講座 日期 館別 

動手玩科學／許兆芳 2/1 10:00-12:00 

總館2755-2823轉2117／網路報名

／限額 30 位國小學童 

1/17 9:00 開始報名 

「韓國文化起源與觀光」講座／林琬玲 2/2 10:00-12:00 

建成分館 2558-2320／電話或現場

報名／限額 30 位親子讀者 

1/3 開始報名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之「認識韓國」／陳朝

裕 
2/2 14:00-16:00 

親子美育數位圖書館 2651-8163／

網路或電話報名／限額 15 位孩童

及陪同家長／1/8 開始報名 

從韓國泡菜體驗食物的神奇力量／林玉珮 2/8 14:30-16:30 

南港分館 2782 5232／電話或現場

報名／限額 30 位，一般民眾 

1/10 開放報名 

聽繪本故事：當我睡著之後，世界還醒著／

思多力親子成長團隊 冰淇淋老師 
2/9 10:00-12:00 

總館2755-2823轉2117／網路報名

／限額 40 位國小學童 

1/21 9:00 開始報名 

漫畫裡的韓國／黃志湧 2/9 14:00-16:00 
中崙分館 8773-6858 

無須事先報名 

韓國深度文化旅遊趴趴 Go／林錦宏 2/9 14:00-16:00 

景新分館 2933-1244／電話或現場

報名／限額 137 位一般民眾，歡迎

親子讀者一同報名 

1/3 開始報名 
電影欣賞 日期 館別 

愛與罪的總和（片長 94 分鐘／輔導級） 2/2 14:00 開始 

大同分館 2594-3236 無人的女兒海媛（片長 90 分鐘／普遍級） 2/9 14:00 開始 

雪地裡的擁抱（片長 122 分鐘／輔 12 級） 2/16 14:00 開始 

馬拉松小子（片長 117 分鐘／普遍級） 2/1 14:30 開始 總館 2755-2823 轉 2802 

（憑票入場，請於活動當日開館後

至總館 8樓櫃檯出示借閱證等相關

證件劃位及領取當日號碼牌。） 

初戀築夢 101（片長 116 分鐘／普遍級） 2/2 14:30 開始 

快樂第四名（片長 119 分鐘／保護級） 2/8 14:30 開始 

小博士信箱 1/21-2/10 總館、分館及龍華民眾閱覽室 

林老師說故事「韓國好繪本」 
1/21-2/10 

總館、分館及龍華民眾閱覽室 
各館林老師說故事時間 

樂遊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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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圖書館      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 139 號    02-2953-7868 

主題展覽 日期 館別 

寒假新北嚴選好書展 1/21─2/26 總館及各分館 

悅讀韓國主題書展 1/21─2/26 總館及各分館 

主題講座 日期 地點及洽詢電話 報名方式 

阿珠媽聊韓文化 2/1 14:00-16:00 鶯歌分館 2678-0219 自由入座 

首爾、釜山、慶州、大邱、浦項自助

旅遊 
2/1 14:00-17:00 蘆洲集賢分館 8282-1951 自由入座 

首爾釜山玩透透 2/4 14:00-16:00 淡水分館 2622-4664 自由入座 

韓國自由行攻略~怎麼玩都玩不膩 2/8 14:00-16:00 中和分館 2949-2767 自由入座 

韓國您好!入境隨俗說韓語 2/8 10:00-12:00 新店中正圖書閱覽室 2912-2562 自由入座 

韓國 x 電競講座：韓國電競市場發展

與趨勢 
2/22 14:00-16:00 青少年圖書館 2212-8905 網路報名 

研習課程 日期 地點及洽詢電話 報名方式 

繪本書手作-毛球髮飾.娃娃教學 2/7 10:00-12:00 中和員山分館 8221-1152 事先報名 

韓國美食教學 2/9 10:00-12:00 中和員山分館 8221-1152 事先報名 

親子共讀-親子 FUN 桌遊、繪本 DIY 2/1 14:00-16:00 蘆洲兒童親子分館 2288-8294 事先報名 

韓式手作木製-自走砲車 

（須繳交材料費 200 元） 
2/1 14:00-16:00 八里分館 2610-3385 事先報名 

療癒手作-可愛羊毛氈自己做 2/8 14:00-16:00 蘆洲兒童親子分館 2288-8294 事先報名 

韓國繪本說故事+韓風好好玩 DIY 2/8 16:30-18:00 五股禮拜堂 2293-2114 網路報名 

韓國文化小教室-3D 立體彩繪膠 2/9 09:30-11:30 瑞芳分館 2497-2980 
臨櫃或電

話報名 

兒童想像力插畫-花漾韓服 
2/1-2/2 

13:00-15:00 
中和員山分館 8221-1152 事先報名 

說故事活動 日期 地點 報名方式 

鼻屎總動員 1/22 14:30-15:30 板橋四維分館 2樓兒童閱覽室 自由入座 

白雲麵包 

1/22 13:30-14:30 板橋民生分館 1樓活動教室 

自由入座 2/2 10:00-11:00 瑞芳分館 1 樓兒童室 

2/22 10:30-11:00 汐止分館多功能活動室 

蛇的頭上長毛了 1/29 14:30-15:30 板橋四維分館 2樓兒童閱覽室 自由入座 

THOUSAND STAR HOTEL 2/1 14:30-15:30 板橋四維分館 2樓兒童閱覽室 自由入座 

春節連假 2/1 14:30-15:30 板橋分館 2 樓兒童閱覽室 自由入座 

動物們的裁縫師 2/1 13:30-14:30 蘆洲集賢分館 7樓故事屋 自由入座 

韓國繪本故事 

2/1 14:00-15:00 林口分館 4 樓兒童室 

自由入座 
2/1、2/5 

14:00-15:00 
板橋江子翠分館 2 樓兒童室 

2/12 14:00-15:30 新店北新圖書閱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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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vin gets mad 2/5 14:30-15:00 板橋四維分館 2樓兒童閱覽室 自由入座 

韓國神話傳說故事 2/5 15:00-15:30 板橋四維分館 2樓兒童閱覽室 自由入座 

長壽湯仙女 

2/5 14:30-15:30 板橋民生分館 1樓活動教室 

自由入座 

2/8 14:30-15:30 板橋四維分館 2樓兒童閱覽室 

2/8 10:30-11:00 汐止分館多功能活動室 

2/8 14:00-15:00 三重田中分館 2樓兒童室 

2/15 14:00-15:00 泰山親子圖書閱覽室3樓童話童畫區 

媽媽生氣了 2/8 14:00-15:00 萬里分館兒童室 自由入座 

豆粥婆婆 
2/8 14:00-15:00 淡水竹圍分館 4樓兒童室 

 2/8 14:00-15:00 三重分館兒童室 

今天到底是什麼特別的日子呢  2/1 13:00-14:00 石門分館兒童區 自由入座 

恐龍 X 光 
2/8 14:00-15:00 三芝分館 1 樓兒童室 

自由入座 
2/22 13:30-17:00 蘆洲長安分館 3樓多功能教室 

你可能不知道的韓國/日本故事 2/8 14:30-15:30 板橋分館 2 樓兒童閱覽室 自由入座 

三年坡 2/8 14:00-15:00 淡水水碓分館 4樓兒童室 自由入座 

小莉的中秋節 2/8 14:00-15:00 永和分館 自由入座 

韓國繪本故事-南瓜大變身及手做南

瓜燈籠 
2/8 14:00-15:00 蘆洲永平分館兒童室 事先報名 

腳步 2/8 14:00-15:00 五股成功 4 樓故事屋 自由入座 

小雪球的夢想 2/9 14:00-15:00 泰山親子圖書閱覽室3樓童話童畫區 自由入座 

小奇兵大探索(亞洲篇：韓國) 2/9 14:30-15:00 汐止大同分館 B1多功能教室 自由入座 

月亮雪酪 2/22 14:00-15:00 泰山親子圖書閱覽室3樓童話童畫區 自由入座 

有點奇怪的叔叔 1/22 14:00 起 板橋萬板 2 樓多功能媒體區 自由入座 

熊先生的椅子 2/23 14:00-15:00 泰山分館 5 樓視聽室 自由入座 

電影欣賞 日期 地點 報名方式 

小豬撲滿的願望 
1/22 14:00 起 瑞芳分館 2 樓視廰室 自由入座 

2/8 14:00 起 泰山分館 5 樓視聽室 自由入座 

五歲的心願 1/31 14:00 起 林口分館 4 樓兒童室 自由入座 

有你真好 

2/1 14:00 起 平溪分館多功能教室 

自由入座 2/5 14:00 起 泰山分館 5 樓視聽室 

2/8 14:00 起 雙溪分館多功能教室 

愛上變身情人 2/1 14:00 起 青少年圖書館 1樓演藝廳 自由入座 

電競高手 2/1 15:00 起 五股成功分館 4樓故事屋 自由入座 

韓國電影主題特展 2/1-2/9 14:00 起 三重東區分館 4樓演講廳 自由入座 

我們善熙 2/2 14:00 起 板橋四維分館 B1星空劇場 自由入座 

與神同行 
2/2 14:00 起 板橋分館 3 樓視聽室 

自由入座 
2/2 14:00 起 淡水分館 5 樓多功能活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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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4:00 起 三芝分館 1 樓團體視聽室 

韓國經典影展 
2/2、2/9、2/16、2/23 

14:00 起 
鶯歌分館 B1 故事劇場 自由入座 

逗逗蟲 2/5 14:00 起 貢寮分館視聽室 自由入座 

韓國電影 2/6-2/7 14:00 起 三重分館 2 樓演講廳 自由入座 

老師你好 2/7 14:00 起 林口分館 4 樓兒童室 自由入座 

讓愛從心開始 2/8 14:00 起 蘆洲集賢分館 7樓視聽室 自由入座 

伴我走天涯 2 2/8 14:00 起 青少年圖書館 1樓演藝廳 自由入座 

對弈人生 The Stone 2/8 15:00 起 五股成功 4 樓故事屋 自由入座 

我的冠軍老爸 2/2 14:00 起 金山分館 3 樓團體視聽室 自由入座 

我的野蠻嬌妻 2/9 14:00 起 石門分館 2 樓閱覽區 自由入座 

失業女王聯盟 2/9 14:00 起 萬里分館閱覽室 自由入座 

戀愛拼圖 2/9 14:00 起 板橋四維分館 B1星空劇場 自由入座 

與神同行：最終審判 
2/9 14:00 起 板橋分館 3 樓視聽室 

自由入座 

2/9 14:00 起 淡水分館 5F 多功能活動室 

希望：為愛重生 2/9 14:00 起 樹林三多圖書閱覽室/研習教室 自由入座 

愛是一生相伴 2/9 14:00 起 樹林分館/3F 多功能活動室 自由入座 

 

陪讀活動 日期 地點 報名方式 備註 

寒假陪讀~吉祥如魚提燈 DIY 1/13 9:30-10:30 石門分館 電話報名  

寒假陪讀~開春祈福卡片 DIY 1/18 14:00-15:00 三芝分館 電話報名  

寒假陪讀~新春開運樂 3D 2/1 14:00-16:00 萬里分館 電話報名  

寒假陪讀~吉祥如魚提燈 DIY 2/1 13:30-14:30 金山分館 電話報名  

「閱讀 FUN 韓假」寒假陪讀活動 

2/4-2/7 14:00-17:00 總館 網路報名 1小時寫作業 

2/4-2/7 14:00-17:00 五股分館 臨櫃報名 1小時寫作業 

2/4-2/7 14:00-17:00 汐止分館 電話報名 1小時寫作業 

2/4-2/7 14:00-17:00 板橋四維分館 
電話及網

路報名 
1小時寫作業 

2/4-2/7 14:00-17:00 淡水竹圍分館 電話報名 1小時寫作業 

2/4-2/7 14:00-17:00 蘆洲集賢分館 電話報名 1小時寫作業 

2/4、2/5 14:00-17:00 三重分館 電話報名 1小時寫作業 

2/5 14:00-16:00 平溪分館 櫃檯報名  

2/5 09:30-11:30 三峽分館 自由入場  

2/6、2/7 14:00-17:00 三重田中分館 電話報名 1小時寫作業 

2/4 13:30-16:30 中和分館 電話或臨櫃 1小時寫作業 

「韓假閱讀趣」寒假陪讀活動 2/4-2/7 14:00-17:00 永和親子閱覽室 電話報名 1小時寫作業 

巧手捏捏-韓國娃娃公仔捏塑 2/4 14:00-16:00 新莊中港分館 電話或臨櫃  

韓飾流行手鍊 DIY  2/5 14:00-16:00 新莊中港分館 電話或臨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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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瘋韓國--繪本故事分享 2/6 14:00-16:00 新莊裕民分館 電話或臨櫃  

韓國泡菜屋 3D 立體拼圖 DIY 2/6 13:30-16:30 中和分館 電話或臨櫃 1小時寫作業 

情定韓風之旅桌遊 2/7 13:30-16:30 中和分館 電話或臨櫃 1小時寫作業 

童趣韓國‧繪本世界好好玩 2/7 14:00-16:00 新莊裕民分館 電話或臨櫃  

韓式超可愛棉花糖 DIY 2/9 09:30-11:30 
泰山親子圖書 

閱覽室 
電話報名  

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 181 號   02-2422-4170  

活動名稱 日期 館別 / 活動地點 

跟著韓流追歐巴，從韓劇看性平文化 

張雪芳 老師 

2/1  

14:00-16:00 

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 

基隆市文化中心第二會議室 

閱讀海港-基隆/釜山麻 A 通：透過閱讀了

解兩國海港城次文化 

高明薇 老師 

2/12  

 09:30-11:30 

基隆市中山區圖書館 

基隆市中山區中興里民活動中心 

從古蹟巡禮～談雞籠的故事 

王瑜君 老師 

2/13 

 14:00-16:00 

基隆市七堵區圖書館 

基隆市七堵區堵北里民活動中心 

當歐洲遇見台灣：暖暖/基隆探索之旅 

葉倫會 老師 

2/14 

 09:30-11:30 

基隆市暖暖區圖書館 

暖暖區公所禮堂 

國立臺灣圖書館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 85 號    02-2926-6888 

主題講座 日期 地點 

《五十音不靠背：學過一次記得一輩子的

假名課》神奇裘莉 主講 
1/15 14:00-16:00 4 樓 4045 教室 

韓國文化與韓文한국문화와 한국어 

金善孝 主講 
2/6 14:00-16:00 4 樓 4045 教室 

《失智症事件簿：法庭交鋒錄》 

鄭嘉欣律師 主講 
2/19 14:00-16:00 4 樓 4045 教室 

主題特展 日期 地點 

還原正名：臺灣原住民族正名 

25 週年主題特展 
108/12/17－109/1/19 1 樓臺灣藝文走廊 

主題書展 日期 地點 

1 月主題書展--家有惡 O 1/7 -2/2  1 樓新書展示區  

1 月青少年書展--就愛寵著你 1/7 -2/2  3 樓新書展示區  

原住民族主題書展--「原來如此美麗」 108/12/3－109/1/19 1 樓新書展示區 

戲劇活動 日期 地點 

奇幻精靈劇場－《搶救精靈王國大冒險》 2/8 11:00-12:00 B1 視障資料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