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書展閱讀節
閱讀學習護照

有效期限

2022年5月23日 ─6月30日

我的姓名
就讀學校
發照單位

圖書館/學校

圖書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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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後，請帶借閱證，
至此證所屬的圖書館蓋
章認證，領取獎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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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台北國際書展
閱讀節活動辦法
親愛的小朋友，今年台北國際書展將於6月2日至6月7日於

端午佳節前後舉行，配合「法國」主題國，由法國在台協
會精心規劃一些讓你能更認識法國文化的有趣問題，等你
來挑戰喔！請多運用圖書館或網路資源找出解答。
一、台北國際書展：
✿

6月2日到6月7日，歡迎參觀世貿一館台北國際
書展，持學生證件免費進場，還可以帶著你完
成的閱讀學習護照，到世貿一館二樓服務台換

取小禮物1份喔！
二、樂遊圖書館：
✿ 完成閱讀學習護照後，請館員哥哥󠇡姐姐們幫你
蓋上認證章，再憑借閱證領取獎勵品。
✿ 千萬不要錯過圖書館在書展閱讀節所舉辦好玩
又豐富的閱讀、說故事活動及主題展出喔！
（活動訊息請看第10-14頁）

2022台北國際書展
日期：2022年6月2日－6月7日
地點：台北世貿一館
完成後，請帶閱讀學
習護照，於書展六天
展期至世貿一館二樓
服務台，兌換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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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國際書展
1

✓請在框框裡勾選正確的答案

10歲的小華想和󠇡家人參觀2022
年台北國際書展，請問哪些是
他可以預先準備的東西󠇡呢？ 多選

已經完成的

學生證件

想給喜歡作家

閱讀學習護照

2

簽名的書

2022年台北國際書展欣逢第30
屆，場內規劃了許多主題館，
你最想參觀哪些館呢？ 多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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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樓 法國主題國館

2樓 數位主題館

1樓 森出沒󠇡兒童主題館

2樓 書展大賞館

1樓 中小學生
讀物選介主題館

2樓

書展邀請大家「一󠇢起閱讀趣」，
你想與誰一󠇢起閱讀呢？
寫下最想跟他分享的一本書名：

邀請他一󠇢起來2022台北國際書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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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30！
書展三十特展

主題國 : 法國
認識法國

今天我們說的法國（France），是法蘭西
共 和 國 的 通 稱 ， 人 口 約 6700 多 萬 ， 領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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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940平方公里。法國本土位於西歐，像
個六角形，此外，法國還有許多位於南
美洲、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以及南
極洲的海外屬地。
法國的格言是「自由、平等、博愛」，而
法國人口中的「三色旗」，指的就是法國
國旗。白色代表法國王室，紅色和藍色代
表首都󠇡巴黎，整面旗幟象徵一統的法國。
請問以下兩面國旗，哪一面是法國的國旗

呢？請為這面法國國旗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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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地理
2

圖：佩姬 • 尼勒，《小偵探莉莉》，小康軒出版

法國境內有五條主要的河流，加龍

加龍河

河經過著名的葡萄酒鄉波爾多；隆

羅亞爾河

河夜景給了梵谷靈感，畫出舉世聞

隆河

名的《星夜》；羅亞爾河是法國最
長的河流，沿岸有大大小小約兩百
多座城堡；第二大河是塞󠇡納河，源
自勃根地，在諾曼第流入英吉利海
峽；而東北邊的萊茵河則是法國與
德國自然邊界。請問，流經巴黎，
將巴黎市分為左岸、右岸的是哪一
條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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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納河

3
法國的鄰國從東北到西南分別是比
利時、盧森堡、德國、瑞士、義大

利、摩納哥、西班牙以及安道爾。
其中，摩納哥就被包在我們常聽到
的「蔚藍海岸」地區，另外像是法
國電影名導盧貝松經典《終極殺陣》
系列的拍攝地點馬賽、每年五月舉
辦國際電影盛󠇡事坎城影展（Festival
de Cannes）的坎城、有著法國矽谷
之稱的尼斯，這些城市也都位於這

個地區。請問，蔚藍海岸屬於哪個

Je t'aime

Salut
Au revoir

地中海
加勒比海
亞德里亞海

海的沿岸呢？

Bonjour

波羅的󠇢海

法國文化
4
法國被羅馬人統治的時代，使用的
是拉丁語。在1539年，「法語」才
正式成為法國的官方語言。如今，
法語是全球第五大語言，在非洲、
美洲、亞洲、歐洲、大洋洲約有三

加拿大

億人說法語，而每年三月在台灣推
出的「法語月」活動，就是由法國

塞󠇡內加爾
墨西哥
瑞士

以及駐台其他法語區國家一起舉辦
的。請問，以下哪一國家沒有以
「法語」為官方語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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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的首都󠇡巴黎

其中，世界參觀人數最多的羅浮宮

（Paris）在兩千年前

博物館，原本是座12世紀末到13世

叫做盧特西亞

紀初所建造的王宮；擁有豐富印象

（Lutèce），跟紐約、 派經典作品的奧賽美術館，它的前
倫敦、東京並列世界

身是火車站。請問，以現代藝術、

四大國際城市。它是

當代藝術的收藏為主，建築骨架外

個時尚之都󠇡，也是個

露，用當初發起計畫的法國總統來

藝術之都󠇡，光是博物

命名 ，在 2010年又在法國東北洛林

館就有167座。

區開了梅斯分館的是以下哪一座？
橘園美術館
龐畢度藝術中心
凱布朗利博物館
羅丹美術館

圖：安．居曼，《麗莎和卡斯柏：當你一輩子的好朋友套書》，步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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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碧翠絲 • 阿雷馬娜，《巴黎的獅子（中法文版）》，米奇巴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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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馬特在巴黎北邊，曾經是許多藝

蒙馬特聖心堂

術家聚集的地方：達利、畢卡索、

大禮拜堂

梵谷、雷諾瓦、羅特列克等等。而
在蒙馬特山丘上，有一座遠遠看像
個奶油派的全白教堂，是為了撫平

法國人歷經1871年普法戰爭戰敗，
還有巴黎公社事件的傷痛。請問這
座教堂叫什麼名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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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德蓮大教堂
巴黎聖母院

閱讀法國快問快答

7
名列世界三大寓言的拉封丹寓言
集 ，是法國十七世紀著󠇡名 的 詩 人
拉封丹的作品，請問它最大的特
色是什麼？

源自古希臘
善用動物來比喻
充滿斯拉夫民族
的古老智慧

8
《 鐘 樓 怪 人 》 、《 悲 慘 世 界 》、

巴爾札克

《 死刑犯的最 後一天 》 等作 品 是

福樓拜

哪一位法國十九世紀作家所寫的 ？

莫泊桑
雨果

9
˙

聖˙修伯里所寫的《小王子》

玫瑰󠇡花

舉世聞名，被翻譯成 250 種語言。

狐狸

請 問 小 王 子在其 他 星 球 冒險時 ，

綿羊

心裡最惦記的是B612星球上的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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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包樹

樂遊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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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展閱讀節–「法國」主題國書展

5/23-6/30

總館、分館及民眾閱覽室

5/23-6/30

總館、分館及民眾閱覽室

6/1-6/30

天母分館3樓入口處

「2022台北國際書展大獎」
得獎書展
閱讀法式優雅
─法國主題書展暨視聽資料展
講座

「天母英文讀書會」文本導讀討論
─法國文化篇

日期

館別/地點

報名方式
無需事先報名

9:30-11:30

天母分館/4樓視聽室
2873-6203

西湖愛樂賞析講座

6/25 14:00-16:00

西湖分館/4樓音樂廳
2797-3183

無需事先報名

從羅浮宮『空白計畫』看法國漫畫

6/26 14:00-16:00

中崙分館/7樓視聽室
8773-6858

無需事先報名
限額20人

兒童活動

日期

館別/地點

報名方式

5/7、5/14、5/21、5/28
14:30-16:00

天母分館/3樓兒童室小舞臺
2873-6203

5/28、6/4、6/11、6/25
14:30-16:00

西湖分館/1樓兒童室
2797-3183

5/28 、 6/11
14:30-16:00

石牌分館/5樓故事屋
2823-9634

6/18、6/25
14:30-16:00

景新分館/6樓親子共讀區
2933-1244

英文說故事：法國主題篇

5/8
14:30-16:00

天母分館3樓兒童室小舞臺
2873-6203

電影欣賞

日期

館別/地點

報名方式

寂寞調香師（片長101分鐘/ 普遍級）

6/22 18:30開始

西湖分館4樓音樂廳
2797-3183

無需事先報名

5/13

自由入場參加（如因疫
情變化調整人流限制，
依當時最新規定辦理）

林老師說故事(中文)：法國主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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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需事先報名
親子活動

逆轉人生（片長93分鐘/ 保護級）

5/29 13:30開始

音躍花都（片長106分鐘/ 保護級）

6/5 13:30開始

老爸搞不定（片長98分鐘/輔15級）

6/12 13:30開始

日安可頌（片長94分鐘/ 保護級）

6/19 13:30開始

愛的自由式（片長105分鐘/ 保護級）

6/26 13:30開始

最後一堂課（片長106分鐘/ 普遍級）

6/10 18:30開始

新北市立圖書館

永春分館/4樓多功能教室
2760-9730

無需事先報名

景新分館/10樓視聽室
2933-1244

｜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139號｜02-2953-7868

展覽
法國主題書展大賞
講座
浪漫法蘭西葡萄佳釀講座

日期
5/23-6/30
日期
5/28 14:00-16:00

模仿怪盜紳士
(亞森羅蘋) 的「復」二代

5/28

浪漫南法葡萄佳釀講座

館別/地點
全市
館別/地點
蘆洲長安分館/多功能教室

報名方式
網路報名

14:00-16:00

總館/3樓演講廳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6/4

14:00-16:00

蘆洲集賢分館/7樓視聽室

臨櫃報名

法國 : 建築藝術的饗宴

6/4

14:00-16:00

淡水分館/google meet

網路報名

浪漫與美食之國---法國

6/11

10:00-12:00

鶯歌分館/1樓多元體驗區

臨櫃/電話報名

金色貝殼瑪德蓮- 法國甜點介紹

6/11

14:00-16:00

樹林分館/三樓多功能室

網路報名

親子共讀法國童話繪本DIY-小王子

6/11

10:00-12:00

泰山親子圖書閱覽室
/3F多功能活動室

網路報名

法國餐桌的美食哲學

6/11

14:30-16:30

汐止國民運動中心/601教室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時尚】1萬99公里的時尚旅行
－飛越你的審美眼界

6/11

14:00-16:00

總館/9樓會議室

網路報名

6/25

15:30-17:00

青少年圖書館/1F演講廳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館別/地點
林口分館/4樓兒童室

報名方式
無需報名，自由參加

法國電影《我是妳的眼》
映後座談會
研習活動
名畫模仿cosplay

日期
5/23-6/30

蝶古巴特百寶包

5/28

13:00-14:30

中和員山分館/活動教室

需報名

蝶古巴特面紙盒

5/28

15:00-16:00

中和員山分館/活動教室

需報名

「小王子」請你吃「馬卡龍」

6/18

14:00-16:00

三峽分館/3樓多功能室

需報名

兒童美術展演教學分享會

5/28

09:00-12:00

總館/3樓演講廳外

網路/現場報名

法式午茶：「美好食光」DIY研習

6/18

14:00-16:00

平溪分館/研習教室

臨櫃報名

閱讀飛行魔毯，烤焦馬卡龍

6/1、6/29

板橋區四維公園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焦糖烤布蕾

6/10

19:30-20:30

中和員山分館/活動教室

需報名

認識法國（蟲聖）法布爾

6/11

14:00-16:00

三峽分館/3樓多功能室

需報名

法式浪漫_在新店~香氛磚

6/11

10:00-12:00

新店分館/3樓多功能教室

網路報名

【舌尖上的法國】法國傳統節慶
與飲食文化體驗活動

6/11

14:00-16:00

永和分館/B1多功能教室

臨櫃報名

蝶古巴特保溫袋

6/11

13:00-14:30

中和員山分館/活動教室

需報名

蝶古巴特帆布袋

6/11

15:00-16:00

中和員山分館/活動教室

需報名

繪本分享+手作杯子蛋糕DIY

6/11

10:00-12:00

中和員山分館/活動教室

需報名

14:3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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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點】甜點迷絕對不能錯過－
讓甜點大使開發你的法式味蕾
馬諦斯的剪紙藝術

6/19

14:00-16:00

網路報名

需報名

需報名
需報名
網路報名
網路報名
網路報名
報名方式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浪漫法式手作DIY-天氣星空瓶

5/28

14:00-16:00

法式優雅的穿搭體驗
蒙太奇法式拼貼海世界
進入法國香頌的世界

6/18
6/18
6/18

14:00-16:00
14:00-16:00
14:00-16:00

浪漫法式手作DIY-不用火的奶酪

6/25

10:00-12:00

松露巧克力
法式手工皂
1日調香師－芳療不求人
法式浪漫_在新店~鳶尾花插花
時尚流行服裝設計-體驗課
說故事活動
小狼不怕
巴黎的獅子
孝順的小亨利
有朋友的感覺真美好
害羞的蜜莉安
巴黎的獅子
法國童趣-聽說繪本故事
《我的大象我的貓》
英文繪本故事
「獅子與鳥」法國繪本
「鳥兒的信」法國繪本故事

6/25
6/25
6/25
6/25
6/25
5/28
5/28
5/28
5/28
5/28
5/28

13:00-14:30
15:00-16:00
14:00-16:00
14:00-16:00
14:00-16:00
日期
14:00-15:00
14:00-15:00
13:00-14:00
13:30-14:30
14:00-15:00
14:00-14:30

林口分館/4樓兒童室
青少年圖書館
/2F創新學習中心
永和分館/B1多功能教室
萬里分館/閱覽室
三重南區分館
泰山親子圖書閱覽室
/3F多功能活動室
中和員山分館/活動教室
中和員山分館/活動教室
總館/5樓研習教室
新店分館/3樓多功能教室
淡水分館/5樓多功能室
館別/地點
三峽分館/3樓多功能室
三芝分館/1樓兒童室
石門分館/兒童區
金山分館/2樓兒童區
萬里分館/兒童室
汐止分館/5F研習教室

5/28

10:00-10:40

新莊福營/4樓兒童室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6/2
6/4
6/4

15:00-16:00
14:00-15:00
10:30-12:00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說故事：法國小朋友看什麼？

6/4-6/5

三峽北大分館/4樓兒童室
三重東區分館/地下一樓
土城分館/3樓演講廳
泰山親子圖書閱覽室
/童話童畫區
青少年圖書館/4樓兒童室
土城柑林埤閱覽室
/3樓兒童室
汐止大同分館/B1研習教室
三峽分館/3樓多功能室
新店分館/3樓親子閱覽室
土城親子分館
/4樓多功能室

說故事活動-法國主題繪本
「比看電視好玩的事」
法國繪本故事
小狼波波 : 接納新朋友
只要我長大
法國繪本故事 Show time

三隻小豬不一樣
「有朋友的感覺真美好」
法國繪本
「撒下文字的飛行員」法國繪本
冰箱有隻長毛象
「萬全湯的秘密」法國繪本故事

我是小孩
法國繪本故事 Show time
薩琪不想當空中小姐
「下雨了」法國繪本
法國童趣-聽說繪本故事
《機器人不喜歡下雨天》
小狼波波 : 想要與眾不同
黃金夢想號
「A book of shapes 」
英文故事

5/28 10:00-12:00

總館/5樓研習教室

6/11、6/25

14:00 起
15:00-16:00

6/11

10:30-12:00

6/11
6/11
6/11

10:30-11:00
14:00-15:00
14:00-14:30

6/11 10:30-11:30

網路報名
網路報名
電話/臨櫃報名
網路報名
網路報名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需報名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6/11

14:00-15:00

三重東區分館/地下一樓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6/18
6/18

14:00-15:00
14:00-15:00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6/18

10:30-12:00

三重東區分館/地下一樓
三峽分館/3樓多功能室
土城清水閱覽室
/2樓兒童室
三峽北大分館/4樓兒童室
新店分館/3樓親子閱覽室
汐止分館/5F研習教室
三重東區分館/地下一樓
新莊中港分館/6樓兒童室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6/21 10:00-11:00
6/11、6/25 14:00-14:30
6/25 14:00-14:30
6/25 14:00-15:00
6/25

15:00-16:00

6/25
6/25

10:30-11:00
14:00-15:00

6/25

10:3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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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網路報名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汐止大同分館/B1研習教室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三峽分館/3樓多功能室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土城親子分館
無需報名，自由入座
/4樓多功能室

電影欣賞
最後一堂課 (普) 106分鐘
小王子
樹上的父親
我的家庭樂章
巴黎遇見愛
悲慘世界
魔法池塘
小太陽的心願
迷雁返家路
走鋼索的人
魔幻月光
我是妳的眼 (普) 89分鐘
美味巴黎-巴黎御膳房
居里夫人 (普) 49分
小王子動畫
梵谷到我家
法式浪漫影展
如果在法國。一個旅人
藝術巴黎-午夜巴黎
小太陽的心願
大醫新鮮人
我還小，但我能改變世界
巴黎窈窕熟女 (護) 107分
逆轉人生
勇闖極地
天外飛來一隻豬 (普) 99分鐘
歌劇魅影 (輔) 93分
藝術巴黎-巴黎魅影 (動畫)
企鵝寶貝：南極的旅程
嘰哩咕與夥伴 (輔) 88分鐘
我愛你，你愛她，她愛他
巴黎小情歌
野蠻法國行
芭蕾奇緣
我是妳的眼
生命有限公司 (輔) 79分
黑魔女2 (護) 118分
誰偷走蒙娜麗莎 (護) 101分
在地圖結束的地方 (護) 96分
美味巴黎-米其林廚神美味的傳承
我是妳的眼
藝術巴黎-鐘樓怪人 (動畫)
魯蛇一族
巴黎遇見愛 (護) 118分
我是妳的眼 (普) 89分
我是妳的眼
悲慘世界 (輔) 158分
巴黎換換愛
我的鋼鐵老爸
我是妳的眼 (普) 89分
凱西離家日記
我是妳的眼

日期
5/24 14:00 起
5/29 14:00 起
5/29 14:00 起
5/29 14:00 起
5/29 14:00 起
5/29 14:00 起
5/29 13:30 起
5/31 14:00 起
6/1 14:00-17:00
6/2 14:00-16:00
6/4 14:00 起
6/4 14:00 起
6/4 13:30 起
6/4 14:00 起
6/4 14:00-16:00
6/5 14:00 起
6/5、6/19 14:00-16:00
6/7 14:00 起
6/8 14:00 起
6/8 14:00-17:00
6/11 14:00 起
6/11 14:00 起
6/11 14:00 起
6/12 14:00-16:00
6/12 13:30 起
6/14 14:00 起
5/28 14:00-16:00
6/15 14:00 起
6/15 14:00-17:00
6/18 14:00 起
6/18 14:00 起
6/18 14:00 起
6/18 10:00-12:00
6/18 10:00-12:00
6/18 14:00 起
6/18 10:00 起
6/18 14:00 起
6/18 17:00 起
6/18 14:00 起
6/18 13:30 起
6/19 13:30 起
6/22 14:00 起
6/22 14:00-17:00
6/25 10:00 起
6/25 14:00 起
6/25 14:00 起
6/25 14:00 起
6/25 14:00 起
6/26 13:30 起
6/28 14:00 起
6/29 13:00-14:30
6/29 14: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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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別/地點
汐止分館/5F研習教室
新店分館/3樓多功能教室
萬里分館/閱覽室
金山分館/3樓團體視聽室
石門分館/2樓閱覽區
三芝分館/1樓團體視聽室
蘆洲長安分館/多功能教室
汐止分館/5F研習教室
永和分館/B1多功能教室
三峽北大分館/3樓多功能室
新莊中港分館/7樓多功能教室
汐止大同分館/B1研習教室
八里分館
雙溪分館/多功能教室
瑞芳分館/3樓多功能教室
新店分館/3樓多功能教室
淡水分館/5樓多功能室
蘆洲集賢分館/7樓視聽室
林口分館/4樓兒童室
永和分館/B1多功能教室
蘆洲集賢分館/7樓視聽室
新莊福營分館/3樓多功能教室
雙溪分館/多功能教室
樹林三多閱覽室/研習教室
蘆洲長安分館/多功能教室
汐止分館/5F研習教室
平溪分館/研習教室
林口分館/4樓兒童室
永和分館/B1多功能教室
汐止大同分館/B1研習教室
新莊西盛分館/B1多功能教室
新莊中港分館/7樓多功能教室
鶯歌分館/1樓多功能室
土城親子分館/4樓多功能室
蘆洲集賢分館/7樓視聽室
青少年圖書館/1F演講廳
青少年圖書館/1F演講廳
青少年圖書館/1F演講廳
雙溪分館/多功能教室
八里分館
蘆洲長安分館/多功能教室
林口分館/4樓兒童室
永和分館/B1多功能教室
青少年圖書館/1F演講廳
青少年圖書館/1F演講廳
新莊福營分館/3樓多功能教室
雙溪分館/多功能教室
蘆洲集賢分館/7樓視聽室
蘆洲長安分館/多功能教室
汐止分館/5F研習教室
坪林分館/2樓多功能活動室
永和分館/B1多功能教室

報名方式

無需報名
自由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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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躍奇蹟》—活到老才能學到老？
情感教育電影講座6月場

6/4

13:30-16:30

1樓簡報室

《曹俊彥快點來上班：
忙碌充實的兒童美術編輯生涯》

6/25

14:00-16:10

4045教室

主題特展

日期

地點

「說一個故事給你聽：劉旭恭繪本展」

5/31-7/3

親子資料中心、1樓藝文走廊

主題書展

日期

地點

6月主題書展

6/7-7/3

2樓新書展示區

6月青少年書展

6/7-7/3

3樓新書展示區

電影欣賞

日期

地點

視障者電影聽賞「尖峰人生暫停一下」

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

6/18

14:00-17:00

1樓簡報室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181號｜02-2422-4170轉275

展覽

日期

館別/地點

法國文學線上主題書單

5/23－6/30

基隆市文化局館藏查詢系統主題書單

閱讀講座

日期

微醺，慢活南法

5/28
14：00-16：00
(活動報到13：40)

法軍日記所講述的歷史場景

5/29
9：30-11：30
(活動報到9：20)

走讀活動

日期

看不見海岸的遠征
-漫步暖暖/清法古戰場

5/29
13：30-16：30
(活動報到13：20)

館別/地點
講座地點：
基隆市中正區圖書館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236號1樓)
辦理館別：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

講座地點：
基隆市中正區圖書館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236號1樓)
辦理館別：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

館別/地點
講座地點：
基隆市暖暖區圖書館
(基隆市暖暖區東勢街2號4樓)
辦理館別：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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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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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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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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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