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社教機構108年度7-12月推薦展演活動

社教館所別 ｢Muse 大玩家-High客任務｣主題活動 暑假特展活動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活動名稱：甜點教學：草莓蒸米杯子蛋糕、天

然法式水果軟糖

活動日期：108/07/12(五)

活動地點：烹調的科學展示廳

收費方式：收取活動材料費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本活動由高雄市在地農業單位授課，

教導民眾認識及運用在地甜點食材，並在實際

教學體驗手作草莓蒸米杯子蛋糕及天然法式水

特展名稱：「憶兒時：南方童樂

會」特展

特展日期：108/04/03~108/12/31

特展地點：本館地下一樓夢想號

展示廳內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該館

常設展門票(全票100元；優待票

70元)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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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軟糖。 特展簡介：介紹台灣新住民較多

的其中5國：越南、印尼、泰國、

馬來西亞及柬埔寨，其在孩童成

長過程中的文化禮俗、喜愛的食

物、遊戲、童玩及具特色的各國

服裝等，透過博物館的公開平台，

提供一個可以認識新住民文化的

趣味展示內容。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活動名稱：與研究員有約

活動日期：108/07/17(三)

活動地點：啟動創新實驗場展示廳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名稱：「變變變!MOVE生物體

驗」特展

特展日期：108/05/21-108/09/01

特展地點：本館第四、五特展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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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對象：使用研發紀錄簿，參觀啟動創新實

驗場展示廳，積分達7500分的學員，可免費參

加。

活動簡介：

啟動創新實驗場是由工業技術研究院與科工館

共同規畫打造的常設展廳，展示了34種工研院

研發的創新技術。【與研究員有約】是展廳的

鐵粉和工研院的研究員們一起互動學習及動手

做的特殊活動。

(地下一樓)

收費方式：全票280元、優惠票

250元、愛心票140元

特展對象：一般民眾

特展介紹：你有想像過變身成為

各式各樣的生物嗎？現在你就可

以「變身」成雙冠蜥、企鵝、團

子蟲跟獅子等生物，「變變變！

MOVE生物體驗展」打造六大場景，

讓你親自變身成大自然的生物，

包含「神奇叢林」、「小小花

園」、「生存海洋」、「奇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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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物特徵」與「巨大圖

鑑」，快來科工館，一起變身吧！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活動名稱：心味噌：手釀日式味噌(雷射刻印

木盒紀念版)

活動日期：108/08/18(日)

活動地點：烹調的科學展示廳

收費方式：收取活動材料費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本活動由高雄市在地農業單位授課，

教導民眾認識及運用在地味噌食材，並在實際

教學體驗手作味噌。

特展名稱：「中華職棒 30週年特

展-無人出局」

特展日期：108/07/13-108/12/15

特展地點：本館第一特展廳(2樓)

收費方式：全票250元、優惠票

220元、愛心票125元

特展對象：一般民眾

特展介紹：中華職棒 30週年，是

全新機會，有無限可能，本展以

「無人出局」為題，策劃特別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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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透過與科技的結合，讓大眾

回顧中華職棒 30年的光輝歲月，

希望喚起老球迷的棒球魂，一起

回顧過去 30年的點點滴滴，也讓

年輕族群重新認識中華職棒的輝

煌歷史。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活動名稱：2019科工夏令營

活動日期：108.6.29~108.8.23

活動地點：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收費方式：詳活動網頁

https://education.nstm.gov.tw/summercamp

/

特展名稱：「希望‧未來-莫拉風

災紀念館」

特展地點：希望‧未來-莫拉風災

紀念館

特展日期：108/08/08 全新開放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該館

5



活動對象：幼稚園大班至高中生

活動簡介：科工館於 108年 6月29日至 8月 23

日推出樂高機器人、軟體應用、食品科學、美

學創作、幼兒創藝、生活科學、創藝積木、玩

具科學、生物世界、天文等100多場主題營隊，

活動豐富多元，快來幫小朋友預約豐富的科學

假期。

常設展門票(全票100元；優待票

70元)

特展對象：一般民眾

特展活動介紹： 

2009年 8月 8日，莫拉克颱風帶

來的強降雨侵襲，造成南台灣及

東台灣嚴重災損。2019年，於八

八風災十週年推出【希望‧未來-

莫拉克風災紀念館】，除莫忘救

災重建經驗，並將介紹智慧防災

科技、韌性家園未來，學習如何

「與災害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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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特展名稱：畢昇泥活字版印刷術

的展現

特展地點：開放式典藏庫(B1)

特展日期：108.07.04-108.09.30

收費方式：需先購票入館(全票

100；優待票70)，並購買體驗票

券(30元)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活動介紹：(100字左右)

宋朝畢昇發明活字版印刷術，開

啟活版印刷起源，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圖文傳播學系 徐照夫老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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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活字版的印刷術演變，模擬畢

昇泥活字版印刷術的裝置，利用

教具讓民眾瞭解泥活版印刷過程，

展演中亦展示打樣機和圓盤機，

讓民眾有機會體驗到不同印刷機

具的差異。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特展名稱：「雨石俱進－水土保

持暨量測」經典文物展

特展地點：開放式典藏庫(B1)

特展日期：108.07.09-108.09.29

收費方式：需先購票入館(全票

100；優待票70)，並購買體驗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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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30元)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活動介紹：(100字左右)

水保局自山地農牧局時期至今，

其所推動掌理的各項業務，其可

反映我國過去 50多年來水土保持

工作的陳跡經歷。透過本展示呈

現此些物件記錄著水土保持工作

在科技與方法的運用與改善之軌

跡，為我國水土保持成敗經驗之

見證。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活動名稱： 避難‧包了沒！防災任務包 特展名稱：設計我們的世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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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108/7/5-9/29

活動地點： B1地震劇場及3-6F常設展、8F

《水保好好玩-水保防災起步走》特展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該館常設展門票

(全票100元；優待票70元)及地震劇場門票

（20元）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100字左右)

今年是921地震 20周年也是莫拉克風災 10周

年，時空更迭，防災你真的準備好了嗎？！

來科教館體驗【避難‧包了沒？！】防災任務

包，重重關卡，看你懂不懂台灣地質環境，天

技性別化創新（Design Our 

World – Gendered 

Innovations）

特展地點：科教館7、8樓東側特

展區 

特展日期：108/1/25-11/24

收費方式：持本館常設展門票可

免費參觀。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動介紹：(100字左右)

不論是科學研究、藥物研發、工

程設計、環境規劃、科技創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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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人禍來臨是否做好防災準備？！跟著我們闖

關並進行自我居家防災檢測。完成任務後，還

可兌換系列影展電影票一張喔。

明，在科學技術與知識革新的過

程中，都存在著忽略「生理性

別」、「社會性別」的分析視角，

錯失了許多創新的可能 ; 未能察

覺性別可能導致的偏誤以及科技

與工程領域中的性別不平等，也

使得創新研發的過程，缺少了更

多元的角度與觀點。我們期望透

過這個展覽中的女性故事、性別

化創新思維與設計挑戰活動，邀

請你與我們一起反思過去所忽略

的視角，為世界帶來更為平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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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的創新。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含 3

園區)

活動/展覽名稱：拍岸鯨奇

活動日期：108年 6月28日至 109年 3月 8日

活動地點：本館 第四特展室

收費方式：全票150元、優待票120元、特展

票80元

活動對象：不限

活動簡介：鯨豚是少數棲息於水域的哺乳類，

至今約有90種鯨豚在各洋區及部分大型淡水河

流棲息；牠們在是完全水生的動物。因鯨豚擱

淺使人類得以在潮間帶與他們相遇。特展將以

潮間帶為交界線，從鯨的擱淺做為起始點，帶

活動/展覽名稱：拍岸鯨奇

活動日期：108年 6月28日至 109

年 3月 8日

活動地點：本館 第四特展室

收費方式：全票150元、優待票

120元、特展票80元

活動對象：不限

活動簡介：鯨豚是少數棲息於水

域的哺乳類，至今約有90種鯨豚

在各洋區及部分大型淡水河流棲

息；牠們在是完全水生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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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鯨與人的相互關係與故事。

憑特展票劵至服務台集點，每張票券限集點乙

點。

官方網站：http://web2.nmns.edu.tw

因鯨豚擱淺使人類得以在潮間帶

與他們相遇。特展將以潮間帶為

交界線，從鯨的擱淺做為起始點，

帶入鯨與人的相互關係與故事。

官方網站：

http://web2.nmns.edu.tw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含 3

園區)

活動名稱： 找一找-地牛天天在哪裡?

活動日期：108/7/1-8/31

活動地點： 車籠埔斷層保存館 蓋亞劇場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該館常設展門票

(全票50元；優待票30元)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名稱：擬鳥互動體驗VR

特展地點：防災教育館 故事廳

特展日期：108/1/1-12/31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該館

常設展門票(全票50元；優待票

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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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簡介：

1. 前往園區車籠埔斷層保存館-蓋亞劇場觀賞

園區介紹影片。

2. 觀賞完成後於”921地震教育園區

”Facebook打卡或按讚，給斷層館服務台工作

人員檢查後即可蓋章。

特展對象：12歲以上觀眾

特展活動介紹：

觀眾於擬鳥機臺上拍動雙翼，藉

由身體操控體驗模擬飛行，由虛

擬實境與聲音伴隨著闖關集分遊

戲，觀賞鳳凰谷鳥園生態園區的

美麗風景。

(每日10:00-11:30，14:00-

15:30，需現場領取號碼牌，額滿

為止)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含 3 活動名稱：暑期生態探索遊園站 特展名稱：花帔阿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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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 活動日期：7月13日起至 8月 31日止每周末

活動地點：鳳凰谷鳥園生態園區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於活動期間內入園之遊客

活動簡介：從鳥蛋、羽毛、鳥爪到各種爬蟲及

昆蟲，有趣又豐富的闖關活動，在遊戲中學習

知識，同時體會生命教育並認知生態保育與環

境永續的價值。

特展地點：F特展區 1及 3D播放

特展日期：2019年 7月底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門票

50元；優待票30元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活動介紹：曾經參與多部迪

士尼動畫、被已故空拍大師齊柏

林先生譽為「蛙導」的楊仁賢導

演，除了帶其最新科普動畫力作

《花帔阿獺》3D影片到科博館車

籠埔斷層保存園區外，還在園區

展出許多珍貴的創作手稿，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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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得!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含 3

園區)

活動名稱：震撼彈

活動日期：2019年 7-12月

活動地點：園區大廳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門票50元；優待票

30元

活動對象：一般大眾

活動簡介：從 921集集地震至今即將屆滿 20周

年，對於地震的發生是否完全了解呢? 藉由古

早味的彈珠台遊戲，來回答地質、地震相關問

題，再依據彈珠的分數來決定是否達到集章的

特展名稱：電磁視界

特展地點：2F特展區及戶外

特展日期：2019年 12月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門票

50元；優待票30元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活動介紹：特展透過美麗的

彩繪與光雕手法，除了讓這座服

役運作中的電塔化身為「璀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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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 塔」，最重要是在園區內以「旅

鴿」形式，設置了85個電磁波磁

力計，一方面倡導環境保育的重

要，另一方面也將電塔下週邊環

境的電磁波數值，準確地呈現在

觀眾面前，也能去除長久以來許

多對生活中電磁波的迷思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活動名稱：「發現˙貝魯卡」集章兌獎活動

活動日期：依聯合行銷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票入館(全票450元)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名稱：游.行-海洋生物移動

不設限特展活動

特展地點：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珊瑚王國館特展區

特展日期：107/02/01-108/12/31

17



活動簡介：

為了讓民眾更認識館內的3頭白鯨、了解海生

館的照護工作，以及對於白鯨的研究成果，本

館在珊瑚王國館探索海洋哺乳類展示單元內，

規劃了發現•貝魯卡白鯨展覽。本活動鼓勵民

眾至「發現˙貝魯卡」白鯨展覽區觀察學習。

集章辦法：至本館「發現˙貝魯卡」白鯨展覽

區觀察學習，拍照留念後，打卡上傳 facebook

或 IG，即可至 1樓大廳服務台集章。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票入館

(全票450元)

特展對象：入館民眾

特展活動介紹：在海洋生物的世

界裡，生物的組成小至共生藻、

珊瑚、海葵、蝦、蟹、貝類，大

至鮪魚、海豚、鯨魚…等，是如

此的豐富與多樣，本次展覽將介

紹每個物種、個體其適應環境的

不同法寶。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活動名稱：海角秘境生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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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7月 6日、13日、20日；8月3日、

17日、31日，共 6梯次。

活動地點：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教育中心

收費方式：180元/人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本活動參訪本館水族實驗中心、館

藏標本室及溼地公園，探索海生館的祕密花園，

瞭解本館珊瑚養殖、海龜收容、標本典藏等研

究工作，激發學員對海洋生物的興趣，讓大眾

體驗海洋生物多樣性的風貌，並更懂得珍惜海

洋資源與環境保育。

集章辦法：參與本館海洋教育中心「海角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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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行」環境教育活動(通過環保署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認證課程)，即可參與集章。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活動名稱： 海洋生物穿越大探索

活動日期：2019年 6月27日至 10月 27日

活動地點：主題館1F特展廳

收費方式：全票250元(優惠票價詳如官網)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

探索海洋生物穿越史，凡購買《登陸‧作戰》

兩棲爬蟲動物特展門票並參觀完成即可獲得闖

關任務章。

特展名稱：《登陸‧作戰》兩棲

爬蟲動物特展

特展地點：主題館1F特展廳

特展日期：2019年 6月27日至 10

月 27日

收費方式：全票250元(優惠票價

詳如官網)

特展對象：一般大眾

特展活動介紹：

2019今年暑假不能錯過的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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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遠古生物 、兩棲、蛙類、水

陸棲爬蟲等35種世界各地珍稀動

物展示，一覽特殊標本、遠古生

物、攝影作品與傳統文化圖騰的

兩棲演化史，兩棲爬蟲動物特展

將帶領大家一探海洋生物的穿越

史。

國家圖書館 特展名稱：臺灣記憶中的兒童形

象展

特展地點：國家圖書館5樓穿堂

特展日期：108年 4月 23日至 109

年 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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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國家圖書館讀者(16歲

以上)

特展活動介紹：(100字左右)

民國108年國家圖書館五樓推出

「臺灣記憶中的兒童形象展」，

以「遊戲中的兒童」、「兒童服

飾」、「兒童與動物」以及「兒

童與婦人」四個主題，如純樸蓑

衣牧童及水牛、髮型超酷的拉弓

原住民兒童，呈現臺灣百年來民

眾記憶中的兒童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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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精選國圖典藏書籍，透過史

料（《臺灣兒童文學史》）、童

謠（《臺灣童謠選編專輯》）、

老照片（《走過從前：眷村的影

像歲月》）等書籍展示，邀請大

家共同回想：屬於不同世代、不

同族群記憶中的兒童形象。

國立臺灣圖書館 活動名稱：閱讀一夏

活動日期：108/07/01-08/31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名稱：新北市教育影像及文

物特展

特展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4樓

雙和藝廊、6樓臺灣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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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夏日炎炎好看書，快來臺灣圖書館

借書回家，單次借閱 5本以上之圖書及視聽資

料或使用館內自助借還書機憑收據即可以獲得

集章 1枚喔!

特展日期：【4樓】108年 8月 22

日（四）至 9月 15日（日）

【6樓】108年 8月 22日（四）至

109年 1月 26日（日）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活動介紹：

「起立，敬禮，老師好！」板擦、

標本、大算盤…這些令人懷念的

教具，構築了你我的兒時回憶。

本館與新北市立圖書館共同策劃

本次特展，展出兩館所典藏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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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影像資料，與新北市各百年老

校所提供的珍貴文物，與您一同

回到青澀純真的小學時代。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特展名稱：故宮新媒體藝術特展:

水不在深-故宮數位文獻展

特展地點：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2

樓藝文走廊

特展日期：7月5日至 10月 6日

收費方式：無

特展對象：一般民眾

特展活動介紹：故宮教育展資處

精選了以故宮院藏善本、檔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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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設計出發點的數位展件，策劃

出「水不在深-故宮數位文獻特

展」。帶著民眾乘著科技的雙翼

遨遊古今、體會龍藏經的壯麗華

美、隨著清朝大臣的奏本進行實

地考察、認識歷史，並能以不同

以往的觀點欣賞院藏文物；以數

位化的方式展出圖書文獻也與國

資圖的特質相互呼應。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閱讀

科

活動名稱： 親子桌遊活動─親子關係培養的

好幫手

特展名稱：2018年度好書大家讀

特展地點：國資圖總館一樓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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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108.7.20(六)、108.8.17(六)

活動地點： 國資圖總館五樓青少年好 Young館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一般民眾

活動簡介：您知道藉由桌遊，不但能夠以輕鬆

的方式陪伴孩子外，還能夠幫助孩子抒發情緒、

學習社交互動嗎? 

想藉由桌遊更了解孩子的特質嗎？

這個暑假，臺中市臨床心理師公會的專業心理

師們，將在國資圖帶領大家透過桌遊，一同創

造美好的親子時光。

學習中心

特展日期：

108.7.6(六)~108.8.30(五)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一般民眾

特展活動介紹：「2018年度好書

大家讀」得獎圖書的產生，是由

臺北市立圖書館、新北市立圖書

館、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主辦，

幼獅少年及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

會協辦的好書大家讀評選活動，

評選出年度得獎作品。為了將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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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得獎的好書推薦給全國的兒童、

家長及教師，國資圖辦理本次書

展，讓這些好書能成為您的良伴。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閱讀

科

活動名稱：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2019畢業成果展

活動日期：108.7.2(二)~108.8.2(五)

活動地點： 國資圖總館四樓閱覽區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一般大眾

活動簡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本

系自創系以來即制定「畢業製作」課程。系上

大學部同學四年級應完成「畢業製作」一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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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修課程，將學生入學以來所修習之學術、

實務及創作等相關課程知識，運用並實踐，化

為具體成果。今年專題展將展出多本優秀作品，

包括繪本、刊物、文學創作、論文寫作等各式

作品，成果豐碩，更期許將青年學子之創意分

享給更多民眾及青少年讀者朋友們，激發大眾

對文學之認識與興趣。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活動名稱： 親子共學樂

活動日期：暑期活動集章期間

活動地點： 教育電台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名稱：親子頻道

特展地點：教育電台 Channel+網

頁

特展日期：暑期集章活動期間

收費方式：免費線上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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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簡介：教育電台暑期親子共學樂！暑期

Muse大玩家活動期間，至教育電台掃描「親子

共學樂」活動宣傳頁，分享任一親子共學節目

至 FB或 Line，即可參與集章。

特展對象：一般聽眾

特展活動介紹：

暑假期間，除了和孩子一起出去

玩，也可以在家裡輕鬆親子共學

喔！上網搜尋教育電台 Channel+

親子頻道，和孩子一起從廣播中

學習成長！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特展名稱：「藝時之選–當代潮流展」之南海

小旅行

特展地點：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特展日期：108/07/13、108/07/27

特展名稱：「藝時之選–當代潮

流展」

特展地點：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特展日期：108/07/02 -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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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不限

特展介紹：南海街區周邊蘊含許多在地人文特

色，期透過戶外導覽帶領民眾走入巷弄、進入

在地空間，從實地走訪中，感受與認識周邊建

築場館、古蹟的歷史，以及在地藝術團隊、活

動市集及特色店家，並前往藝教館參觀展覽，

此活動不僅是充實的藝文行程，更是視覺藝術

享受。

1.辦理梯次：計 2梯次，每梯次招收20名。親

子參與，家長陪同，視為 1人報名。

2.報名方式：於《藝時之選—當代潮流展》粉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不限

特展介紹：活動以「時尚潮流文

化」角度切入，探討當代時下流

行文化及美學觀，並邀請超過30

位／組來自美、日、荷蘭、印尼、

香港等海內外知名藝術家，藉由

插畫、塗鴉、繪畫、影像、設計、

時尚、多媒體等多元藝術表現，

展開一場最「潮」的時尚教育展

演。本次展覽以「藝饗宴」、

「夠青春」、「氣象萬千」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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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專頁公布報名表單，統計人數後回函給參加

者。

3.導覽以藝教館為主向外延伸周邊場館，採各

場館外介紹歷史和內容，非各場館內部導覽。

4.各梯活動日期及路線：

(1)第 1梯次

活動日期：108年 7月 13日，下午 2:00-

4:00。

導覽路線：捷運小南門站→郵政博物館→植

物園→藝教館

(2)第 2梯次

活動日期：108年 7月 27日，上午 10:00-

子題方向呈現當下青春主流文化

的塗鴉藝術、潮流精神的跨界藝

術創作。展期間也推出超過20場

的例假日分享會、工作坊、南海

街區小旅行、導覽等推廣活動，

引領大眾更深入瞭解展覽內涵，

讓今年暑假充滿藝術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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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導覽路線：捷運小南門站→楊英風美術館→

信誼好好生活廣場→藝教館

5.打卡按讚活動（7/13、7/27）：

凡參與導覽活動來賓現場打卡或按讚者（二選

一），即可獲贈本館精心準備小禮物一份！加

蓋｢Muse 大玩家-High客任務｣集點卡。

(3)凡於 108/07/02～09/08期間，現場參與本

館「奇異門力巴哈克森林」和美學空間的『藝

時之選–當代潮流展』主題背板拍照，同時上

傳此 2個地點照片至本館粉絲專區，即可至服

務臺蓋｢Muse 大玩家-High客任務｣集點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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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文化機構108年度7-12月推薦展演活動

文化館所別 ｢Muse 大玩家- High客任務｣主題活動 暑假特展活動

國立臺灣博物館 活動名稱：臺博「跳館」之旅

活動日期：108/07/01~108/09/30

活動地點： 臺博館本館、南門園區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票入館(本館：全票 30元、

優待票15元；南門：全票20元、優待票10元)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1908年成立之臺博館為歷史最悠久之自然

史博物館，除了讓國人認識臺灣精彩的人文和自然，

文化資產保存也是臺博館的重要使命。臺博系統計畫

目前開放的本館、土銀展示館及南門園區，能讓大家

遊歷各展館古蹟與展覽的同時，體驗臺博館「跳館」

之旅的魅力。

特展名稱：來say菜市場—食物中的生物學

特展地點：國立臺灣博物館 南門園區紅樓展

示館2樓特展室

特展日期：即日起-108/12/29

收費方式：全票20元/張、半票10元/張(特展

闖關學習單50元/份，需網路報名、限付現)場

次與參觀規則請詳官網資訊。

特展對象：一般民眾、親子

特展動介紹：在享用美食的同時，你可了解自

己口中吃的什麼？它們是怎麼來的？取用這些

生物的行為對生態系有什麼影響？歡迎來臺博

館南門園區一邊逛菜市場、一邊玩闖關遊戲，

一起來了解食用生物的名字、取得食物的方式、

食物在生態系裡的角色等知識。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活動名稱：仙怪歷險記

活動日期：07/1-08/31

活動地點 : 展示教育大樓2樓常設展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入館門票(全票 100元；團

體優待票70元;半票50元)

(一)

特展名稱：上學去-臺灣近代教育特展

特展地點：展示教育大樓4樓第1特展室

特展日期：2018/11/01 - 2019/11/03

收費方式：需購買入館門票(全票100元；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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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對象：一般觀眾、親子觀眾

活動簡介：一段不為人知的臺史博秘密，一個未曾開

啟的平行異時空。你聽說了嗎? 那些躲在常設展裡的

文物仙怪……，下載臺史博仙怪歷險記 APP，透過 AR

將常設展的重要文物轉化成仙怪，與觀眾互動，瞭解

文物的文化涵意。

優待票70元 ;半票50元)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介紹：走進學校、成為學生、接受教育，

是多數人都曾有的經歷。「上學去：臺灣近代

教育特展」試圖從學生的角度，看見國家透過

近代教育試圖培養我們成為「理想」國民的同

時，懵懂的我們如何因教育認識自我、看見世

界，從而培養出質疑與挑戰既有體制的獨立思

考能力，也讓近代臺灣發展成一個具整體形貌

但保有各自性格的「共同體」社會。

(二)

特展名稱：迫力‧破力：戰後臺灣社會運動特

展

特展地點：展示教育大樓4樓第2特展室

特展日期：2018.05.28-2019.05.17

收費方式：需購買入館門票(全票100元；團體

優待票70元 ;半票50元)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介紹：本特展與許多民間團體與個人合作，

希望從參與社會運動之臺灣人的小故事出發，

從勞工、教育、環保、性別、土地、農業等多

元主題，帶領觀眾窺見戰後社會運動的發展，

也看見人民如何對社會議題討論、互動，從而

涵養了臺灣社會持續向前的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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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特展名稱：「誰主沉浮：水文化在臺灣」特展

特展地點：展示教育大樓 4樓第3特展室

特展日期：2019/7/2 - 2020/5/17

收費方式：需購買入館門票(全票100元；團體

優待票70元 ;半票50元)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介紹：透過臺史博深耕的地方學田野調查

與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從水利工程師

的視角跨領域合力策畫，探索曾文溪下游獨特

的水文化。

(四)

特展名稱：「我的奇幻租書店 臺灣租書店變

遷」特展

特展地點：展示教育大樓1樓大廳

特展日期： 2018/06/21 - 2019/07/28

收費方式：需購買入館門票(全票100元；團體

優待票70元 ;半票50元)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介紹：特展主題呈現出各時代租書店流行

或是被禁的經典漫畫、小說，也透過老照片、

手繪場景以及租書規則、借閱紀錄等重現了早

期租書攤、租書店樣貌，更重現互動租書店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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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體驗區，讓觀眾重溫昔日從漫畫小說走入的

奇幻旅程記憶。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活動一

活動名稱：史前大尋寶

活動日期：7/1(六)~9/30(日)9:00-16:00

活動地點：本館展示廳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本館門票(票價及

優惠方案請詳本館官網) 

活動對象：不限

活動簡介：闖關趣～走哪條路線，會遇上什

麼，全憑運氣。拿地圖～出發搜查去，以館

內3大展示主題設計 3大關卡路線，邀請大小

朋友一起在館內尋寶，完成探險任務，體驗

親子共遊、共學的樂趣。

官方網站：www.nmp.gov.tw

集章方式：完成活動後，於活動現場集章

活動二

活動名稱： 沉浸式互動光雕

活動日期：2019/07/1~2019/09/30

活動地點：本館展示廳中庭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本館門票(票價及

優惠方案請詳本館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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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對象：不限

活動簡介：座落於本館核心位置的巨型蛇紋

岩探坑中庭空間，新設置完成國內首座室內

光雕劇場，本投影以高階影像融接系統與光

學感測互動裝置，八聲道音響系統，配合聲

效雕塑空間，與巨型玉玦造景共同展演歷時

萬年，跨越時空的人類活動歷程。期間人群

對島上新天地的探索，孕育成豐富多彩的文

化，在 L 型投影空間娓娓道來，將過去發生

於這塊土地上、消逝於風中，並重新由博物

館再現的敘事，以沉浸式 3D 光影及互動特效，

邀請觀者置身其中，感受先民曾經於相同星

空下，那一份感知的創造力。

官方網站：www.nmp.gov.tw

集章方式：憑手機上傳活動照或打卡畫面至

服務台集章。

活動三

活動名稱：史前館說故事「AR互動繪本」

活動日期：2019/07/1~2019/09/30

活動地點： 本館教育資源中心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不限

活動簡介：本館出版「山海臺灣〜從臺灣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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嶼的誕生解碼史前玉蛙的身世」、「山海先

民〜臺灣史前工藝之美」AR 繪本， AR 繪本

提供兒童在文化、科學考古、繪本、數位媒

體之間穿梭的多樣樂趣，期望大小朋友體驗

精彩故事後，將豐富的故事記憶帶回家。

官方網站：www.nmp.gov.tw

集章方式：體驗並完成 3D立體著色卡後，於

活動現場集章

國立臺灣美術館 活動名稱：108年全國美術展

活動日期：108/6/15-9/15

活動地點：本館美術街、103-107展覽室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

「全國美術展」是國內獲得高度認同的公辦競賽美展，

現今美術流派風起雲湧，藝術的發展更趨多元。展出

的部分作品在創作表現上嘗試另闢蹊徑，發展出令人

耳目一新的形式。在作品內涵的層面上除了以個人創

作語彙表達內心的情感與想像，展現創作者深刻關注

生活周遭，以作品展現對環境的關注，彰顯豐沛的創

作能量匯聚出斐然的成果。

特展名稱：國美館藝想號

特展地點：本館兒童繪本區

特展日期：108/7/1-8/31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學童及親子觀眾

特展活動介紹：

「藝想號」飛船即將再次開航了，還沒

有上船的朋友們邁開你的步伐，趕快登

船吧！

親愛的小朋友、大朋友！歡迎搭乘「藝

想號」夢想飛船。是不是迫不及待的想

要一探究竟呢？準備好了嗎？看看船艙

內的繪本雷達站、話書艙、故事屋、體

驗區等奇異空間，讓我們一起用想像力

作為翅膀、用理想、夢想、幻想、奇想

作為推進器，勇闖藝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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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文學館 活動名稱： 逆旅之旅

活動日期：Muse 大玩家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國立臺灣文學館1F展覽室D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前往參觀「逆旅一九四九：臺灣戰後移民

文學展」，並將現場拍攝的影像上傳到 FB，分享影像

及文字，文字可包含展區出現的作家名字和書籍與作

品名稱各種元素之一；並加上＃國立臺灣文學館，即

可獲得服務台集章戳記。

特展名稱：逆旅一九四九：臺灣戰後移

民文學展

特展地點：國立臺灣文學館 1F展覽室

D

特展日期：03/29-12/22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介紹：本展邀請觀眾從老兵身上的

刺青、窗框間的倒影、籬笆內一隅，以

及狹窄眷舍裡的各式擺設，細讀這段具

有特殊時空背景及歷史意義的年代裡，

文學所留下的印記。展區特別將館藏作

家手稿再製成冊，供民眾翻閱覽，體會

時代巨輪底下的人性與悲憫。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本館 活動名稱：High客玩工藝 （集章活動）

活動日期：108.7.1～108.9.30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南投縣草屯

鎮中正路 573號） 

收費方式：免費，但依各體驗項目定價收費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100字左右)

High客出任務囉！這次 High客來到適合親子共學的臺

灣工藝文化園區，High 客任務是到生活工藝館或地方

特展名稱：「天造地設-歲時中的工藝」特展

特展地點：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工藝

文化館（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573號）

特展日期：108.06.05-11.03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介紹：(100字左右)

展覽以「順天時」、「接地氣」、「新島人的

歲時」等三個單元側寫工藝在歲時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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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館進行工藝體驗學習，以及至園區各展館觀賞展

覽，同時只要拍下任一個指定景點上傳 FB個人動態頁

或IG，即可至地方工藝館一樓服務台集章！（指定景

點：平安吉祥留影機、十全十美祈福樹、喜樂豬許願

池）

邀請觀眾感受天然化育的工藝材料特性、質地

和纖維，並認識材料的所在與人類足跡是如地

何互相牽引，同時展現工藝家對天然原料的哲

思與匠意，如何反映在人們的日常美學及工藝

表現之中。本展將以現代科技化的展示手法，

引領觀眾感受存乎自然、與天時相應的工藝之

美。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當代工藝設

計臺北分館

活動名稱：小小工藝家- 工藝1日體驗課程

活動日期：108.7.1-9.30

活動地點：臺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3樓設計工坊

收費方式：付費

活動對象：一般民眾/親子活動

活動簡介：

本館陶藝、皮革與金工等設計工坊，不定期規劃相關

工藝材質體驗課程。透過動手作的樂趣，認識工藝材

料的多變性，盡情揮灑美感的創意，人人皆是小小工

藝家。本課程適合喜愛工藝

手作的民眾與親子共同學習參加(時間約1-2小時)

特展名稱：

女藝。匯:女性主體與藝術創作展

特展地點：臺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4樓

特展日期：108.6.11-8.4

收費方式：免費參觀

特展對象：一般民眾

特展介紹：

本展以女性藝術的集結作為策展概念，

展覽標題以「匯」一字，代表匯集、集

結、聚集。預計邀請 24 位來自臺灣、

美國、英國、日本與菲律賓女性藝術家

(包括臺灣原住民)，展出約 41組(件)

作品，呼應自 70 年代早期女性主義對

於女性藝術家集結的重視，更藉著不同

文化、世代背景的藝術家之創作，展現

女性藝術家透過當代藝術創作重新詮釋

對自身生命與社會議題及觀察。

42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活動名稱：亞太樂器常設展-多媒體互動體驗

活動日期：2018/06/01 - 

活動地點：宜蘭傳藝園區蔣渭水演藝廳

收費方式：購票入園後免費參觀(108 年園區普通票

150元；優惠票120元；縣民票100元；敬老票75元)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臺灣，鑲嵌於太平洋島鍊上的亞洲之心。

在時間的淬煉下，各族群的歷史記憶在這片土地上積

累出音樂文化的結晶。本常設展將以臺灣及亞洲各國

特色樂器，為您揭開亞太音樂文化的神祕面紗，太平

洋上的各地風情將匯聚至此，音樂文化的豐麗瑰寶將

呈獻予您！

特展名稱：接班人駐園工藝師作品展

特展地點：宜蘭傳藝園區展示館1樓大廳

特展日期：2019/5/20-10/27

收費方式：購票入園後免費參觀(108年園區普

通票 150 元；優惠票 120 元；縣民票 100 元；

敬老票75元)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動介紹：本展集結漆藝、竹編、粧佛、錫

工藝及傳統木雕等 5項工藝共11位駐園工藝師

的作品，以及他們的老師，也就是人間國寶的

鼎立之作，既看到年輕一輩如何奮力突圍、接

續傳統，也看見國寶們豎立的標竿典範，從而

看見師徒間一脈相承的薪火，以及臺灣傳統工

藝細膩溫厚的手路，還請您細細品味。

國家人權博物館 活動名稱：兒童權利公約頒布 30週年主題特展（展名

暫定）

活動日期：108 年 11 月 20 日(三)至 109 年 5 月 3 日

(日)

活動地點：國家人權博物館景美紀念園區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親子

活動簡介：(100字左右)

2019年 11月 20日適逢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頒布 30週

年，兒童權利公約亦已於 2014 年納入臺灣國內法，

特展名稱：2019綠島人權藝術季

特展地點：綠島白色恐怖紀念園區

特展日期：6/15-9/15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介紹：(100字左右)

「2019綠島人權藝術季」6月15日至 9月 15

日將於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展出。本次展覽共

邀請 12組藝術家和團體，從藝術的角度出發，

重新詮釋臺灣走過的白色恐怖歷史。展出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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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人權博物館特別推出本特展介紹兒童權利給臺灣

社會大眾，讓更多兒童與成人藉由展覽與多元化的推

廣活動來認識與理解人權與兒童權利的核心內容和重

要性。

件作品包括表演藝術、行為藝術、裝置、錄像、

動畫等不同形式，而其中10件更是因本次展覽

而誕生的全新創作。

國立國父紀念館 活動名稱：2019年夏季巧虎大型舞台劇《魔法世界變

變變》演出

活動日期：108年 7月 26日至 28日

活動地點： 大會堂

收費方式：需購票入場(400-1300元，請至網路年代售

票系統購票)

活動對象：親子觀眾

活動簡介：小巫天生具有天賦異稟魔法能力。當時可

怕壞巫師正統治魔法世界，有一天魔法使者告訴小巫，

他是魔法世界偉大巫師繼承人，要承擔使命搶救魔法

世界。於是小巫與巧虎應用魔法變出紙飛機等，打敗

壞巫師，拯救魔法世界的故事！

特展名稱：湧動—張萬傳藝術大展

特展地點：中山國家畫廊

特展日期：108年 7月 16日～8月 21日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介紹：油畫巨擘張萬傳，1909年生於臺北

淡水。曾任教於臺北建國中學、大同中學、國

立藝術專科學校油畫科等校。其一生對於臺灣

美術史的教育與傳承，具有深刻的意義。見證

了臺灣從日治時期、國民政府來臺，再從戒嚴

時代，走向解嚴之後的自由民主社會。他的作

品呈現鮮明的個人特色，其強烈筆觸和濃厚色

彩被譽為「臺灣野獸派之父」。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活動名稱：民主大道藝文表演 

活動日期：108/07/13~108/12/29週末

活動地點：中正紀念堂民主大道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提供國內優質藝文團體表演舞台，擴大民

眾藝文參與，讓國內外觀光客欣賞藝術演出，促進文

特展名稱：魚裳-熱情洋藝特展

特展地點：中正紀念堂中央通廊

特展日期：108/6/18-108/10/20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一般民眾

特展介紹：本展覽透過海洋生物翻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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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觀光。演出節目包括爵士樂、絲竹演奏、布袋戲、

民俗說唱、客家戲曲、兒童劇等，精彩可期，歡迎蒞

臨觀賞。

藝技術、海洋生物彩繪藝術作品的展示，

讓旅客能夠近距離欣賞海洋生物及藝術

創作之美。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活動名稱：八卦山郊外踏青賞景趣．美學館蒙藏風情

文物展

活動日期：6/5-7/28

活動地點：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100字左右)

文化部蒙藏文化中心首度與美學館合作，展出蒙藏多

元民族文物，搭配展出蒙古包、藏式帳篷等各類蒙藏

生活器物，讓民眾更真實體驗遊牧民族生活的特色。

並搭配展覽舉辦蒙藏服飾穿戴、蒙古包、藏式帳篷紙

雕製作等活動，讓民眾想像體驗生活於草原、高原上

多元族群文化特色。

特展名稱：黑潮 | 逆流-台灣當代水墨新世代

意象展

特展地點：彰化生活美學館第三展覽室

特展日期：7/17-8/25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動介紹：(100字左右)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與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書畫

藝術學系首度合作辦理「黑潮 | 逆流-台灣當

代水墨新世代意象展」，由15位年輕的新世代

創作者展現當代水墨的多元現象。黑潮的豐富

與滋養及逆流的叛逆，呈現出台灣的前衛與傳

統並置，華麗與俗尚混搭的世代語境。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活動名稱：我與動畫的距離—其實也不遠啊！

活動日期：7月3、4、5日

活動地點：本館一樓教室

收費方式：新臺幣伍佰元

活動對象：國中一、二年級與國小五、六年級

活動簡介：以社區營造的相關議題為主題，利用暑期

透過逐格動畫的趣味性，與運用影像視覺技術的特色，

擾動青少年對社區生活環境的關注。

特展名稱：日用之美－東南亞生活美學展

特展地點：B1藝游空間

特展日期：108.5.18-7.31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介紹：以「材料美」、「童趣美」、「生

活美」、「音律美」、「傳統美」、「織品

美」等主題串聯展區，展現東南亞各國與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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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相似又相異的生活工藝、地域美學與文化意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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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108年度7-12月推薦展演活動

館所別 ｢Muse 大玩家-High客任務｣主題活動 暑假特展活動

國立故宮博物院

活動名稱：故宮動物召喚師

活動日期：2019/07/05-2019/09/25

活動地點：一樓服務台、「故宮動物園」特

展區域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門票(全票 350元；

國人享優待票150元)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100字左右)

在「故宮動物園」裡，24隻動物失去了他們

的記憶，忘記了自己是誰，你願意幫助他們

找回自己的名字嗎? 

只要在圖鑑上寫下正確的答案，就能解除記

憶封印，召喚 24隻動物，成為保護你的奇幻

生物。活動期間於 1樓服務檯憑聯合行銷集

點卡領取「故宮動物召喚手冊」一本，透過

入場參觀「故宮動物園」完成手冊任務闖關，

即可獲得特展中動物文物卡牌套組。

特展名稱：故宮動物園

特展地點：陳列室 210、212

特展日期：2019/07/05-2019/09/25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門票(全票

350元；國人享優待票150元)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動介紹：(100字左右)

這絕對是史上頭一回，國立故宮博物院

要為國小兒童舉辦「故宮動物園」特展

了。小朋友來故宮，會看到各式各樣的

動物圖畫，裡面包括雄壯威武的獅子、

老虎，也有可愛的長頸鹿和金魚，牠們

都是故宮裡的大哥哥、大姊姊們細心照

顧和精心挑選的神奇寶貝，要出來和小

朋友們歡度一夏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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