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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後，請帶借閱證， 

到此證所屬的圖書館蓋 

章認證，領取獎勵品。 

22002233 寒寒假假閱閱讀讀學學習習護護照照  

有效日期：2023 年 1 月 20 日至 2 月 12 日 

我的姓名：                       

就讀學校：                       

發照單位：             圖書館/學校 

借閱證號：                        

 

 

 

 

 

 

  

日期：2023 年 1 月 31 日－2 月 5 日 

完成後，請帶閱讀學習護照，於

書 展 期 間 至 台 北 世 貿一館 服 務

臺，即可兌換小禮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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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活動 

台北國際書展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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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活動動辦辦法法  

親愛的小朋友，今年寒假閱讀節以「「閱閱讀讀波波蘭蘭壯壯

闊闊」」為主題，希望小朋友透過參與一系列主題活

動，能更加認識波蘭。我們在這本閱讀學習護照

中精心準備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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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活動資訊請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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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31 日至 2 月

5 日的台北國際書展。書展期間到台北世貿一館

服務臺，即可憑這本閱讀學習護照兌換精美紀念

品 1 份。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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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蘭，正式名稱為波蘭共和國（Republic of Poland），

是位於西歐與東歐相接的中歐大平原，與 7 個國家

相接，北臨波羅的海。國土面積約 312,679 平方公里，

約為臺灣的 8.6 倍大喔！人口約 3,824 萬人，其中有百

分之 90 的人信仰天主教，官方語言為波蘭語。波蘭

的文化是西方文化重要組成部分，而其豐富性則來

自千年的複雜歷史背景，現在就請你來回答關於波

蘭的小常識吧！  

 

 

 

 

 

 

 

 

 

 

 

 認識波蘭 

 

請請問問現現今今波波蘭蘭的的首首都都在在哪哪裡裡？？  

□樂斯拉夫      □克拉科夫 

□托倫          □華沙 

 

波蘭國旗中的白、紅色分別有不同的象徵

意義，白色象徵純潔，代表銀鷹；紅色代

表為爭取獨立而奮鬥抗爭的英雄鮮血。 

請請為為下下方方的的波波蘭蘭國國旗旗塗塗上上正正確確的的顏顏色色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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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華沙舊城區街道上，所看到的房屋幾乎是

戰後所重新翻建的。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

軍佔領華沙，1944 年當地人民起義反抗德軍 63 天，

在得不到蘇聯援軍的協助下，造成超過 2200 萬人在這

場戰役中犧牲，數十萬人被送往集中營，華沙當地

將近 9 成的建築被摧毀，連具有歷史價值的舊城區

和皇家城堡也無一倖免。在市容全毀後，政府與人

民合力重建家園，將建築殘材盡量撿起，並且蒐集

遺留下的照片和史料作為藍圖，重新打造舊城區，

在短短數十年間將市容一點一滴恢復到戰前的模樣。

華沙舊城不光是具有歷史價值，更可貴的是當地人

保護民族文化和歷史傳統、修復古蹟的精神，因此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將其列為世界遺產。 

 

 

 

 

 

 

 

 

 

  

 

波蘭國土平均海拔為 170 公尺，因受「地形影

響」且四周又環繞著列強，所以過去經常受到

外來勢力的侵略，甚至在 18 世紀末時遭到普魯

士（德國的前身）、奧地利、俄羅斯瓜分，整

個國家消失在地圖上長達一百多年，直到 1945

年德軍於二次世界大戰戰敗撤退後，波蘭才真

正獲得解放。請請問問上上述述中中波波蘭蘭受受何何種種地地理理特特性性

影影響響，，造造成成過過去去長長年年受受到到鄰鄰國國的的瓜瓜分分侵侵佔佔？？ 

□ 因為波蘭國土約百分之 80 屬於中歐平原，

土地多為沒有任何障礙的平原地形，且位

於歐洲中心 

□ 因為波蘭四面環海，是重要的物流船運之

樞紐 

□ 因為波蘭屬於溫帶海洋性氣候，全年溫和

潮濕，適合居住 

 波蘭歷史與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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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波蘭南部的克拉科夫城市，為 1596 年政府

將首都遷往華沙之前的首都，是波蘭發展最久、歷

史最古老的城市，更是擁有兩大世界遺產的歷史之

都。在戰火連綿的波蘭，克拉科夫是在二次世界大

戰中少數沒有被戰火破壞的城市，由於它維持著千

年前的風貌，因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位於克拉科

夫市的舊城區「克拉科夫歷史中心」列為世界遺產，

這裡有號稱全歐洲最大的中世紀廣場—中央市集廣

場，廣場上有文藝復興風格的紡織會館、哥德式建

築聖母聖殿、市政廳鐘樓，以及聖亞德伯堂。 

  

 波蘭的世界遺產 

 

請問下列哪一項是位於克拉科夫近郊的世界

遺產，深 327 公尺，但總長度卻長達 287 公里，

共有地下 9 層，其中包含許多房間、教堂和

地下湖泊等，而此處最知名的聖金加教堂，

是為了紀念為波蘭帶來鹽礦的聖金加公主修

建而成的，裡面的牆壁、天花板、地板、雕

刻全部都是用鹽巴製作，耗時近 70 年才完

成？ 

□克拉科夫歷史中心 

□奧斯威辛集中營 

□維利奇卡鹽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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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克拉科夫城市約 100 公里外，有一處世

界遺產，營建於 1940 年，是二次世界大戰時

納粹德軍用來集中猶太人之地，短短 5 年間

有 110 萬人在此被殺害，蘇聯軍隊抵達時只

剩下 7,650 人存活，現已成為紀念博物館，陳

述著當年營中難民掙扎求生的血淚史以及

統治者滅絕人性的暴行；而將其保存的原

因，也是在警惕世人切勿在種族議題上重蹈

覆轍。請問以上是在敘述哪一個世界遺產

呢？ 

□克拉科夫歷史中心 

□奧斯威辛集中營 

□比亞沃維耶扎原始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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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波蘭，你不能不知道的 3 位名人，現在就

請依據線索選出對應的人物吧！ 

  

 波蘭名人堂大考驗 

 

線索 1：主張地球繞著太陽轉動的天文學家。 

線索 2：出生於 1473 年的波蘭托倫。 

線索 3：1543 年正式出版《天體運行論》。 

 

□艾薩克·牛頓 

□尼古拉·哥白尼 

□伽利略·伽利萊 

 

線索 1：鋼琴音樂作曲家，被世人譽為鋼琴詩

人，是浪漫主義音樂的代表人物。 

線索 2：出生於 1810 年的華沙近郊，他活躍的

年代正好是波蘭國土遭俄羅斯支配

的時期，為了逃避戰亂，21 歲時遷居

巴黎，餘生再也沒有回到波蘭。 

線索 3：心繫祖國波蘭，雖然死後葬在巴黎，

不過朋友依據遺囑，將他的心臟帶回

華沙保存於聖十字教堂。 

 

□弗雷德里克·蕭邦 

□羅伯特·舒曼 

□路德維希·范·貝多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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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索 1：1867 年出生於華沙的物理學家兼化學

家。 

線索 2：是首位獲得諾貝爾獎的女性，亦是獲

得兩次諾貝爾獎的第一人，分別為諾

貝爾物理學獎及化學獎的殊榮。 

線索 3：開創了放射性理論，發明分離放射性

同位素的技術，以及發現兩種新元素

「釙」（Polonium）和「鐳」（Radium）。 

 

□瑪麗·居禮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保羅·埃米爾·勒科克·德布瓦

 

解答線索 

1. 波蘭尋寶記/Sweet Factory 文;姜境孝圖;徐月珠譯/三采文化/北市圖索書號：J744.41 3413 

2. 歐洲從東邊玩/作者：背包 Ken/平裝本/北市圖索書號：740.9 2630 

3. 政府網站：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世界遺產 

4. 政府網站：中華民國外交部＞國家與地區＞歐洲地區＞波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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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寒假閱讀節」由文化部、台北書展基金

會及圖書館攜手合作，並配合 2023 年台北國際書展

「閱讀的多重宇宙」，以「閱讀波蘭壯闊」進行活

動設計，小朋友除了可以在寒假期間參加各種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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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國立臺灣圖書館，以及台北國際書展世貿一館

服務臺蓋章，即可領取精美獎品 1 份喔！（每人限

於圖書館與書展會場各兌換 1 次） 

22002233 年年的的台台北北國國際際書書展展是是第第幾幾屆屆呢呢？？ 

□第 29 屆    □第 30 屆    □第 31 屆  

親親愛愛的的小小朋朋友友，，今今年年台台北北國國際際書書展展精精心心設設計計豐豐富富

多多元元的的主主題題館館，，你你最最想想參參觀觀哪哪些些館館呢呢？？  

□波蘭主題國館            □數位主題館 

□海泱泱兒童主題館        □書展大賞館 

□中小學生讀物選介主題館  □CCC 創作集 

書書展展邀邀請請大大家家一一起起進進入入閱閱讀讀的的多多重重宇宇宙宙，，  

你你想想與與誰誰一一起起閱閱讀讀呢呢？？                                              

寫寫下下最最想想與與他他分分享享的的一一本本書書名名：：  

                                                                          

 台北國際書展學習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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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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 日期 館別/地點 

「閱讀波蘭壯闊」主題書展 1/20－2/12 總館、分館及民眾閱覽室 

「訪勝波蘭的紙上旅行」波蘭主題書
展 

1/20－2/12 天母分館 3樓書展區 

講座及兒童活動 日期 館別/地點 報名方式 

波蘭口哨造型可愛的小工藝品／ 
陳雅靜 

1/29 10:00-12:00 
永春分館 
4樓多功能教室 
2760-9730 

限額 20名國小學童 
※須事先網路報名 
（112/1/5 9:00開放報名） 

波蘭最閃亮的心—鋼琴詩人蕭邦／ 
吳逸芳 

1/29 14:00-16:00 
親子美育數位圖書館 
2樓多功能放映室 
2651-8163 

限額 15 組大班至國小 6 年級學童
及其 1位家長 
※須事先網路報名，額滿後可電話
登記候補 
（111/12/28 9:00開放報名） 

波蘭工藝品-孔雀眼硅藻杯墊彩繪／ 
歐欣樺 

2/4 10:00-12:00 
總館 
11樓研習教室 
2755-2823轉 2117 

限額20組1-4年級國小學童及其1
位家長 
※須事先網路報名 
（112/1/4 9:00 開放報名） 

漫畫閱讀與五感創作／劉宗銘 2/12 10:00-12:00 
中崙分館 
7樓視聽室 
8773-6858 

限額 20名一般民眾 
※無須事先報名 

電影欣賞 日期 館別/地點 報名方式 

只有悲傷才是美麗的 
（片長 122分鐘／輔 12級） 

2/1 14:30開始 

總館 8樓視聽室 
2755-2823轉 2802 

請於活動當日開館後，憑借閱證等
相關證件至總館 8樓櫃檯或使用總
館座位管理系統自助劃位 

人生多美好 
（片長 111分鐘／輔 12級） 

2/3 14:30開始 

穿條紋衣的孩子 
（片長 94分鐘／保護級） 

2/8 14:30開始 

「閱讀波蘭．文學波瀾」 
小博士信箱 

1/20-2/12 總館、分館及民眾閱覽室 

林老師說故事活動 
「跟著繪本認識波蘭」 

1/20-2/12 
各館林老師說故事時間 

總館、分館及龍華民眾閱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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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 日期 館別/地點 

波蘭主題書展大賞 1/20－2/12 全市 

講座 日期 館別/地點 報名方式 

文化嘉年華~用耳朵閱波蘭 1/28 13:30-16:30 深坑分館/多功能教室 臨櫃或電話報名 
波瀾風情走一回 1/31 14:00-16:00 新店分館 網路報名 
旅行定格:在東歐遇見波蘭的美麗
與哀傷-馬繼康 

2/4 14:00-16:00 中和分館/8樓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WTO 姐妹會-波蘭女神降臨！ 
最道地的波蘭印象 

2/5 14:00-16:00 總館/9樓大會議室 網路報名 

漫談波蘭講座 2/11 10:00-12:00 鶯歌分館/1樓多功能室 臨櫃或電話報名 
音樂中的波蘭魂～鋼琴詩人蕭邦
魅力全解析 

2/12 13:30-16:30 總館/3樓演講廳 網路報名 

[波蘭週] 解謎波蘭國寶--蕭邦 2/12 14:00-16:00 蘆洲長安分館/多功能教室 網路報名 

研習活動 日期 館別/地點 報名方式 

波蘭點心-巧克力斑馬起司蛋糕 1/28 9:30-11:30 樹林分館/3F 多功能室 臨櫃或電話報名 

波蘭國花_三色堇 1/28 14:00-16:00 新店分館/3樓多功能教室 網路報名 

波蘭剪紙裝飾元素-和諧粉彩教學 1/29 10:00-12:00 中和員山分館/2樓活動教室 網路報名 

小小記者探索波蘭之美 1/31 14:00-16:00 總館 9樓大會議室 網路報名 

波蘭盎然 1/31 14:00-16:00 五股守讓堂/伴山學堂 網路報名 

波蘭主題彩繪及捏人 1/31 13:30-16:30 中和分館/8樓 電話報名 

手做波蘭福氣袋 1/31 14:00-16:00 永和親子閱覽室/2樓視聽室 臨櫃或電話報名 

波蘭風～剪紙奇幻之旅 1/31 14:00-16:00 萬里分館/閱覽室 臨櫃或電話報名 
認識波蘭、繪本分享「貓咪看護」、
「大壞熊」及其延伸手作 

1/31 14:00-16:00 江子翠分館/2樓兒童室故事區 臨櫃及網路報名 

【繪本故事課】好心的國王守護孩
子的星星 

1/31 14:00-15:00 汐止分館/研習教室 臨櫃或電話報名 

波蘭好驚奇-故事列車 1/31 14:00-16:00 淡水竹圍分館 臨櫃或電話報名 

科學波蘭：UV膠 DIY 1/31 14:00-16:00 青少年館/2樓創新學習中心 網路報名 
波蘭科學家居禮夫人偉大的發明
輻射 UV膠做水晶 

2/1 14:00-16:00 總館 5F 研習教室 網路報名 

波蘭繽紛 2/1 14:00-16:00 五股守讓堂/伴山學堂 網路報名 

波波風畫圖 2/1 14:00-15:00 永和親子閱覽室/2樓視聽室 臨櫃或電話報名 

我愛波蘭一片小吃-卡納普卡 2/1 14:30-16:00 新莊中港分館/7樓多功能教室 臨櫃報名 

波式彩蛋繽紛繪 2/1 14:00-16:00 金山分館/3樓研習教室 臨櫃或電話報名 
來聽波蘭鋼琴詩人蕭邦的音樂故
事 

2/1 14:00-16:00 三峽北大分館/3樓研習教室 臨櫃或電話報名 

打不倒的波蘭-波蘭陶器風格彩繪
教學 

2/1 14:30-16:30 中和員山分館/2樓活動教室 網路報名 

【手作課程】作夢書：當蕭邦遇上 2/1 14:00-16:00 汐止分館/研習教室 臨櫃或電話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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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爾嘉·朵卡萩 

WORLD HOLIDAY 2/2 13:00-16:00 總館/5F 研習教室 網路報名 

文化波蘭 2/2 14:00-16:00 五股守讓堂/伴山學堂 網路報名 

科學波蘭：日心說與太陽系 DIY 2/2 14:00-16:00 青少年館/2樓創新學習中心 網路報名 

波蘭繪本故事屋 2/2 14:00-15:00 永和親子閱覽室/2樓視聽室 臨櫃或電話報名 

 波蘭繪本分享及其手作活動 2/2 14:00-16:00 江子翠分館/2樓兒童室故事區 臨櫃及網路報名 
【親子手作課程】波蘭波西米亞風
格紙吊燈 

2/2 14:00-17:00 汐止分館/研習教室 臨櫃或電話報名 

認識波蘭代表國獸-萌牛費迪南 2/2 13:30-16:30 中和分館/8樓 電話報名 
認識波蘭代表國獸-DIY 牛牛存錢
筒拼圖 

2/3 13:30-16:30 中和分館/8樓 電話報名 

波蘭繪本遊世界繪本 
2/6、2/9  

10:00-12:00 
貢寮分館/3F 多功能教室 臨櫃報名 

不一樣的復活節彩蛋波蘭鹽製蛋 2/3 14:00-16:00 總館/5F 研習教室 網路報名 

巴洛克波蘭 2/3 14:00-16:00 五股守讓堂/伴山學堂 網路報名 

小小館員體驗 2/3 13:30-15:30 
三重分館/B1 研習教室、兒童
館 

臨櫃報名 

小小館員體驗 2/3 13:30-15:30 
三重田中分館 
2樓兒童室、流通櫃檯 

臨櫃報名 

來玩波蘭桌遊超級農場主 2/3 14:00-16:00 三峽北大分館/3樓研習教室 臨櫃或電話報名 

【手作課程】波蘭鄉村風格杯墊 2/3 14:00-16:00 汐止分館/研習教室 臨櫃或電話報名 
波蘭尋寶永和小分隊：羊毛拖鞋
(吊飾) 

2/3 14:00-16:00 永和分館/B1 多功能教室 網路報名 

波蘭尋寶永和小分隊：波蘭硅藻杯
墊彩繪 

2/4 14:00-16:00 永和分館/B1 多功能教室 網路報名 

波蘭文化-不一樣的彩蛋 DIY 2/4 10:00-12:00 泰山親子圖書閱覽室 網路報名 

波蘭科學家哥白尼的日心說 2/6 14:00-16:00 總館/5F 研習教室 網路報名 

小小館員體驗 2/8 13:30-15:30 
三重南區分館 
3樓兒童室、流通櫃檯 

臨櫃報名 

狂歡派對波蘭甜甜圈 2/8 14:30-16:00 新莊中港分館/7樓多功能教室 臨櫃報名 
來讀波蘭兒童人權之父柯札克的
日記 

2/8 14:00-16:00 三峽北大分館/3樓研習教室 臨櫃或電話報名 

小小館員體驗 2/10 13:30-15:30 
三重崇德分館 
2樓兒童室、流通櫃檯 

臨櫃報名 

小小館員體驗 2/10 13:30-15:30 
三重培德分館 
2樓兒童室、流通櫃檯 

臨櫃報名 

波蘭科學家居禮夫人偉大發明 
--用 UV膠製作壓花鑰匙圈 

2/11 14:00-16:00 八里分館/6F 多功能教室 臨櫃報名 

小小記者 探索波蘭之美 2/11 14:00-17:00 新莊裕民分館/4樓兒童區 臨櫃報名 

波蘭文化 :黑魔女與他的巫師帽
DIY 

2/11 14:00-16:00 瑞芳分館/3樓多功能教室 臨櫃報名 

波蘭陶杯墊(蝶谷巴特或壓印畫) 2/11 14:00-16:00 中和員山分館/2樓活動教室 網路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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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 

跟著波妞降肉到波蘭 2/11 10:00-12:00 三重五常分館 臨櫃報名 

說故事活動 日期 館別/地點 報名方式 

說故事活動-波蘭 1/28 15:00-16:00 青少年館/4樓親子共讀區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波蘭之旅」說故事活動 2/1 14:30-15:30 板橋四維公園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彩虹故事屋-精靈之家故事 2/2 14:00-15:00 三峽北大分館/4樓兒童室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彩虹故事屋-波蘭 2/4 10:30-12:00 土城分館/3F 演講廳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說故事活動-波蘭 2/4 15:00-16:00 青少年館/4樓親子共讀區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彩虹故事屋-做一回波蘭兒童 2/4-2/12 14:00 泰山親子圖書閱覽室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彩虹故事屋-波蘭 2/11 10:30-12:00 土城柑林埤閱覽室 3F 兒童室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說故事活動-波蘭 2/11 15:00-16:00 青少年館/4樓親子共讀區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波蘭之旅」說故事活動 2/11 14:30-15:30 板橋分館 2樓兒童室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貓咪看護 : 來自波蘭的真實生命
故事 

2/11 14:00-15:00 新店分館/3樓親子閱覽室 網路報名 

有麻煩了！ 2/11 14:00-15:00 萬里分館/兒童室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眼睛 2/11 13:30-14:30 金山分館/2樓兒童區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神奇的蘋果樹 2/11 13:00-14:00 石門分館/兒童區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放牧一千隻兔子 2/11 14:00-15:00 三芝分館/1樓團體視聽室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電影欣賞 日期 館別/地點 報名方式 

天天精靈電影院集點活動 1/30-2/10(10 場) 土城親子分館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天天精靈電影院集點活動 1/30-2/10(10 場) 三峽分館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居禮夫人：放射永恆(普)110分 1/28 14:00-16:00 新莊中港分館 7樓多功能教室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波蘭影展] 人生多美好 Life Fee 
ls Good (輔導級 111分鐘) 

1/29 13:30-15:30 蘆洲長安分館/多功能教室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波蘭影展] 依達的抉擇 Ida (保護
級 82分) 

2/11 13:30-15:00 蘆洲長安分館/多功能教室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園長夫人：動物園的奇蹟 1/29 14:00-16:00 五股守讓堂/伴山學堂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依達的抉擇(護)82分 2/4 14:00-16:00 新莊中港分館 7樓多功能教室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愛在波蘭戰火時 2/4 14:00-16:00 鶯歌分館/1樓多功能室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波蘭電影_諜中諜 2/5 14:00-16:00 新店分館 3樓多功能教室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諜中諜 2/5 14:00-16:00 萬里分館/閱覽室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諜中諜 2/5 14:00-16:00 金山分館/3樓團體視聽室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諜中諜 2/5 14:00-16:00 三芝分館/1樓團體視聽室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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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 181 號   (02)24224170 轉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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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 日期 館別/地點 

波蘭文學線上主題書單 1/5－2/10 基隆市文化局館藏查詢系統主題書單 

講座 日期 館別/地點 報名方式 

布魯卡的日記波蘭兒童人權漫
談兒少法講座 

1/7 14:00-16:00 
(活動報到 13：50) 

基隆市安樂區婦幼福利服務中心 
七樓第一會議室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網站宣傳或
ACCUPASS 活動通「基隆市公
共圖書館」專頁報名 

波蘭音樂家-鋼琴詩人蕭邦講
座 

1/28 14:00-16:00 
(活動報到 13：50) 

基隆市永平圖書館 
基隆市七堵區崇智街 13-1號 3樓 

沙灣記憶/常民文化在地徵集
口述歷史分享講座 

2/4 10:00-12:00 
(活動報到 09：50) 

基隆市中正區圖書館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 236號 1樓 

主題講座 日期 地點 

臺灣學系列講座：山地踏旅到文化路徑 
112/1/14（六） 

09:30-12:20 

4樓 4045教室 
Google meet 代碼 

(nra-igec-soe) 
假訊息滿天飛，現代公民如何接招？－淺談「事實查核與
媒體素養」 

112/2/10/(五)  
14:00-15: 30 

4樓 4045教室 

主題特展 日期 地點 

生命光影—黃光男教授學思旅程手稿書畫展 
112/1/31(二)至
112/2/12(日) 

4樓雙和藝廊 

走入臺灣學的第一步：國立臺灣圖書館臺灣學出版品展 即日起至 112/2/28(二) 6樓臺灣學研究中心 

主題書展 日期 地點 

1月主題書展-「購物成癮！？」 
112/1/3(二)至
112/1/30(一) 

2樓新書展示區 

1月青少年書展-「Reparo！整理魔法」 
112/1/3(二)至
112/1/30(一) 

3樓新書展示區 

2月主題書展-「印象波蘭」 
112/1/31(二)至
112/2/27(一) 

2樓新書展示區 

2月青少年書展-「Write Precisely」 
112/1/31(二)至
112/2/27(一) 

3樓新書展示區 

電影欣賞 日期 地點 

112年視障者電影聽賞「鄰危不亂」 
112/ 1/7(六) 
14:00-17:00 

1樓簡報室 

112年視障者電影聽賞「大象與蝴蝶」 112/ 2/18 (六) 
14:00-17:00 

1樓簡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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