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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博物館 

活動名稱：【貼近大館藏】學習單探索 

活動日期：即日起至111/3/31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博物館本館二樓東、西展間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憑當日門票索取學習單；全票

30元、半票15元/ 臺博4館聯票：全票130元、半票65

元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臺博館成立至今已113年，這座自然史博

物館近百年來收藏臺灣島嶼上精彩的人文與自然。多

達12萬件的館藏提供博物館研究、展示與教育等功能

需求，繼本館3樓「發現臺灣」常設展後，更多臺博

館經典、國寶級藏品終於在「博物臺灣」常設展中讓

觀眾們大飽眼福！常設展中包羅萬象、目不暇給的展

品皆述說著這座島嶼的故事，透過活動學習單，使參

與者能穿梭在標本、文物間尋找、認識藏品背後的故

事。 

特展名稱：看見藏品裡的原、民、官：故宮、臺博、

臺史博三館聯合特展 

特展地點：國立臺灣博物館本館一樓東、西展間 

特展日期：即日起至111/5/29 

收費方式：全票30元、半票15元/ 臺博4館聯票：全票

130元、半票65元 

特展對象：一般民眾 

特展介紹：國立故宮博物院以精緻的中國歷代皇家宮

廷與官府的收藏而著稱，國立臺灣博物館則以豐富而

多樣的臺灣傳統原住民文物收藏見長，國立臺灣歷史

博物館所收藏的臺灣歷史與常民文物也堪稱全臺翹

楚。此三間博物館的藏品分別反映出臺灣歷史上的三

個主角：原住民(原)、漢人常民(民)，與中國宮廷/官

府(官)中最具代表性物質文化。本展以三館館藏切

入，共計展出藏品457件，不只展品數量是歷年特展

少見，更是此三間國立博物館史上首度聯合策展。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活動名稱：發財之路藏寶圖  

活動日期：111/1/29-2/6 (3/31、2/1除夕初一休館) 

活動地點：展示教育大樓2樓常設展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該館入館門票(全票100

元；優待票50元)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斯土斯民：臺灣的故事」常設展，藏著

特展名稱：「算 × 命：歐洲與臺灣的占卜特展」  

特展地點：展示教育大樓第2特展室 

特展日期：110/12/22-111/5/29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該館入館門票(全票100

元；優待票50元)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介紹：展覽除展出歐洲與東亞世界預測未來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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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先民的足跡與寶藏，在農歷春節期間，一起來挖

掘，跟著中式古地圖，尋著地圖的蛛絲馬跡，發現常

設展的財寶，認識不同時代的面貌。 拿著藏寶圖，

收集歷史上各時期8款不同財寶，完成後即可至服務

臺集章1枚。  

法、技術、工具，例如：神諭、預言書、占星、風

水、相命、通書、塔羅牌、水晶球等，更補充了占卜

在臺灣的在地面貌，希望藉由不同文化之間的比較，

相互理解東西方多元的文化觀與世界觀。  

活動名稱：仙怪歷險記 

活動日期：111/1/21-2/28 (1/31、2/1除夕初一休館) 

活動地點：展示教育大樓2樓常設展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該館入館門票(全票100

元；優待票50元)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什麼！？臺史博「斯土斯民」常設展居然

藏著一個平行異時空？文物仙怪穿越了歷史，遊走在

異時空場域裡，他們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想法，

還有話想說！據說，只要採集故事，汲取仙怪的文物

能量值，身體就會發生不可思議的升級變化。趕快開

啟擴增實境鏡頭，找出這些神秘客的藏匿地點，去看

見遊走於時空中的無形之物吧！ 下載「仙怪歷險記

AR」APP，完成2樓常設展抓怪任務，憑完成之「仙

怪圖鑑」，即可至服務臺集章一枚。 

特展名稱：樂為世界人—臺灣文化協會百年特展  

特展地點：展示教育大樓第1特展室 

特展日期：即日起至111/7/24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該館入館門票(全票100元；

優待票50元)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介紹：展覽透過「宣傳戰」、「時空的爭奪」、以

及「造新民作自已」等單元，帶領參觀的民眾深刻理解

文協時代的人們致力於推廣新思潮及各類文化改造活

動，還有許多不同立場間的思想交鋒，同時展場設計以

亙動遊戲與影音，表現當時的社會行動，如傳奇的地下

刊物《三字集》，就特別商請呂興昌教授逐字逐音校訂，

錄音重現時代的聲音。  

 

特展名稱：「10X10：臺史博開館10週年特展」 

特展地點：展示教育大樓第3特展室 

特展日期：即日起至111/3/20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該館入館門票(全票100

元；優待票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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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介紹：臺史博開館10年了！這些年我們共累積了

14萬件典藏品，推出了85檔展覽，舉辦了數百場活

動，並持續蒐集、累積臺灣史研究資料，同時已有超

過500萬人次的觀眾來到臺史博參觀。這當中有累

積、有創新、有對臺灣過去與現在的關注，也有我們

的長期耕耘。感謝你來參加這場10歲的生日派對，與

你分享臺史博「10年 X10件事」，也想與你一起許一

個未來。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

館 

活動名稱：穿越三千年的風—《風暴之子》解謎探索 

活動日期：111/1/22-2/13(春節期間1/31-2/6活動暫停) 

活動地點：卑南遺址公園 

收費方式：酌收活材料費200元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在旅行時意外受困在卑南遺址公園展示

館的我，遇見了一個名為瓦利的小男孩幽靈，他希望

我幫助他找到幾個出土文物，那些文物蘊含著他與族

人們的記憶，而記憶可以帶他回到一個叫『海境部

落』的地方，但那些出土文物似乎都被研究人員鎖在

保險箱內了，該怎麼辦才好呢？」卑南遺址公園限定

《風暴之子》實境解謎活動，等你來破解！ 

特展名稱：「卑南史前大聚落」特展 

特展地點：卑南遺址公園展示廳特展室 

特展日期：即日起至111/5/2 

收費方式：依門票規定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介紹：跟著屁貓回到三千年前，體驗史前卑南文

化的一日生活。本展覽重現卑南文化的家屋空間與聚

落場景，藉由考古器物、材料分析及科學研究成果為

資料基礎，說明史前稻作、玉器與板岩材料來源之相

關研究成果，呈現當時人與環境資源的應用關係。本

展覽將引導觀眾跟隨史前貓咪穿越時空，深入認識史

前卑南文化的食衣住行與生活，保證不虛此行。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

館—南科考古館 

活動名稱：遺址前彎身·當代後凝視—在南科遺址上

現考現學 

活動日期：111/1/25-3/31 

特展名稱：遺址前彎身·當代後凝視—在南科遺址上

現考現學 

特展地點：2樓特展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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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2樓特展廳 

收費方式：免費，但入館需購買門票 

活動對象：一般大眾 

活動簡介：以南科考古館111年寒假特展「遺址前彎

身·當代後凝視—在南科遺址上現考現學」為主題，

設計闖關題目，讓民眾參觀完特展後，可以透過考現

學的視角，進行南科現有地上物的再凝視與回看。 

特展日期：111/1/25-5/22 

收費方式：免費，但入館需購買門票 

特展對象：一般大眾 

特展介紹：展覽首先引導民眾重溫過往土地歷史記

憶，再從當代地上現狀的反覆凝視與觀察，看見地下

史前線索，探索其背後所曾經歷的不凡考古歷程與其

豐富的史前文化，從習以為常的現代事物中跳脫，再

次看見南科與眾不同的史前風景。  

國立臺灣美術館 

展覽名稱：未至之城-2021亞洲藝術雙年展 

展覽日期：即日起至111/3/6 

展覽地點：本館戶外廣場、大廳、時光天井、102-

107展覽室、美術街、202 -205展覽室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展覽簡介：本次展覽嘗試以「亞洲未來主義」及「亞

洲科幻文化」作為主軸，透過科幻視角重新省視亞洲

的過去與當下，透過亞洲藝術家的視角重新探討亞洲

的都會、技術、衝突、性別和未來想像，打造一座最

靠近未來的未知城邦。 

特展名稱：福虎生豐-虎年年畫特展 

特展地點：本館101展覽室 

特展日期：111/1/22-4/5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一般、學童、親子觀眾 

特展介紹： 「福虎生豐－虎年年畫特展」，共展出

委託創作及首獎、優選、佳作和入選共82件精彩作

品，同時今年也再次邀請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感動

虎 | 兒童暨青少年彩繪 國美特展」一起參與展出。

歡迎民眾前往國美館欣賞具創作美學及民俗祈福的版

印年畫作品，並感受年節的歡喜氣氛。 

國立臺灣文學館 

活動名稱：字字珠璣 ，解謎闖關 

活動日期：111/1/25-2/6 

活動地點：本館大廳 

活動簡介：為迎接虎年到來，好玩、有趣的闖關遊

戲，歡迎大朋友、小朋友入館時到服務台索取闖關

單，參觀展覽找答案，完成後，就能到服務台兌換精

特展名稱：藝術裝置《火星與地球距離 687 個地球

日》 

特展地點：本館南門路草地區 

特展日期：即日起至111/1/9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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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小禮物，數量有限，依現場或官網公布，每人限領

一份，送完為止。 

特展介紹：2140年，在火星上的某酒吧。酒吧賣的不

一定是酒，也有許多特殊體驗，也許是懷舊的、從地

球來的概念與事物。我們從火星的時空距離看向地

球，尋找地球的種種美好。每日 17:30-21:00推出聲

光展演。 

活動名稱：虎虎生風‧2022紀念章集印趣 

活動日期：111/1/25起 

活動地點：本館入口長梯下集印區 

活動簡介：以書本意象做成的2022年，搭配可愛又有點

萌的老虎做成的紀念章，參觀時可以蒐集留念。 

特展名稱：百年情書‧文協百年特展 

特展時間：即日起至111/5 

特展地點：本館展覽室 D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介紹：1921年臺灣文化協會成立，正是百年文化運

動的起點。知識分子使盡方法，向大眾傳遞一封一封

「啟蒙」的情書。他們是作家、畫家、音樂家、劇場人、

舞蹈家，無不充滿熱忱。1921 年到 2021 年，一百年

後的此時，本展以知識分子寫給大眾的6封情書，說明

1920-1930、1930-1940年代彼此之間的纏綿關係，以及

100年後逐漸沈澱遺忘的文協足跡。 

 特展名稱：洶湧的溫柔——臺灣大河小說捐贈展  

特展時間：即日起至111/4/20  

特展地點：展覽室 E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介紹：臺灣的大河小說因著歷史語境的遞嬗演變，

呈顯訴說臺灣在地化特色與追求主體性的時代意義。

為了讓更多讀者認識此一特殊文類以及豐富館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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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策劃「當歷史向我們襲來──『大河小說』捐贈展」，

企望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被缺席」的臺灣與臺灣人，

重新清晰地顯影再現。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

中心 

(臺北分館本次不參加) 

活動名稱：臺灣工藝百年進行式 

活動日期：即日起至111/12/30 (常設展) 

活動地點：生活工藝館5樓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這是一個以工藝為主體，由時間的概念、

觀看、感知，直入臺灣工藝的展覽。希望透過百年的

梳理，看見臺灣工藝滾動、累積並自我再生的特質。

百年工藝，是個進行式。 

特展名稱：2021/22國際紙纖維藝術雙年展:蛻 

特展地點：工藝文化館及工藝設計館 

特展日期：即日起至111/4/10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介紹：以「當代構樹－反映製作者的靈與魂」及

「變化－人類世的纖維地景」2個子題，展出來自

歐、亞、美、澳四大洲，以構樹皮為主要媒材的手抄

紙創作與融合天然與回收纖維等具備「綠工藝」創作

意涵的紙纖維作品。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活動名稱：展示館當期展覽參觀 

活動日期：111/1/21-3/31 

活動地點：宜蘭傳藝園區展示館 

收費方式：免費(需購票入園)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參觀展示館「國寶蟠龍燭臺動畫暨多媒體

展」及「傳藝動物園」，完成展覽問題(線上或紙本)

即可獲得集章1枚。 

特展名稱：傳藝動物園 

特展地點：宜蘭傳藝園區展示館 

特展日期：即日起至112/12//31 

收費方式：免費(需購票入園)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介紹：「手作幸福粿 DIY 活動」 

碗、盤、粿模等食器上常飾有吉祥動物，給予人們繁

榮、富饒的祝福。農曆新年將近，傳藝動物園展推出

「手作幸福粿 DIY 活動」，讓參觀展覽的民眾現場

製粿，從中認識食器上的動物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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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人權博物館 

活動名稱：參與本館景美紀念園區兵舍1-3號參觀

「景美主題展」摺頁集章 

活動日期：111/1/21-3/31 

活動地點：本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於本館景美紀念園區兵舍1-3號參觀「景

美主題展」，完成該展三個展間於摺頁上的集章，憑

主題展摺頁可至遊客服務中心參與本館｢Muse 大玩家

-集合吧!MUSE 大玩家｣活動的集章。 

特展名稱：Ayo-Ayo! 明天應該會更好 移動人權特展 

特展地點：本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仁愛樓」2

樓 

特展日期：即日起至111/3/27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動介紹：本展係以 FIHRM-AP 移動人權共學為基

礎，與15個非政府民間組織合作，針對台灣移工人權

現況及背後制度及結構性問題展示及冀盼引導民眾思

考背後成因與問題。在「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一亞太

分會」（FIHRM-AP）架構下，本展濫觴於國家人權

博物館等文化機構和十五個國內關注「移動人權」的

NGOs 組織所組成的共學團隊，於《就服法》30周年

之際，期透過共同學習與策展，來檢視「客工制度」

何以造成七十餘萬在台移工缺乏人權保障之課題，並

做出移工勞動狀況之回顧及探討。本館將於

1/15(六)14:00-15:00、3/19(六)14:00-15:00辦理策展人

導覽活動。 

國立國父紀念館 

 特展名稱：2022大地情緣—羅振賢水墨創作展 

特展地點：中山國家畫廊 

特展日期：111/1/22-3/9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介紹：羅振賢教授從小生長於雲林農村，蘊育對

大自然自在的嚮往；注重師造化與師心，體悟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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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萬千的變化，是他長期致力於水墨創作的泉源。

羅教授曾榮獲全國美展第一名、中山文藝創作獎、國

家文藝創作獎特別獎，深耕水墨教育與創作五十餘

載，成就斐然。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活動名稱：戶外藝文表演(大孝門廣場藝文表演、新

春藝文表演、民主大道藝文表演)  

活動日期：111/1/1-3/31(詳細場次依官網公告) 

活動地點：中正紀念堂大孝門廣場(遇雨移至 

護理站前大孝門廳)、民主大道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一般民眾 

活動簡介：為拓展場域藝文新氣息，推動文化觀光，

提高民眾藝文參與，特提供表演場地鼓勵國內表演藝

術相關之學校社團及優秀藝文團體，讓國內外觀光客

欣賞藝術演出，促進文化觀光。演出節目包括爵士

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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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展名稱：逗陣遊臺灣 Amazing Taiwan 3D Trick Art 

Exhibition Ⅱ 

特展地點：中正紀念堂中央通廊 

特展日期：110/12/29-111/8/14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一般民眾 

特展介紹：展覽結合電音三太子及臺灣特色景點，透

過3D 立體錯視技術及趣味仿真立體情境，呈現臺灣

充滿生命力的在地藝術文化底蘊。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特展名稱：林煒鎮水墨畫展-傳統與現代的對話 

特展地點：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第1、2展覽室 

特展日期：111/1/20-2/20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介紹：藝術家林煒鎮畢業於臺師大美術系，擅長

中西方繪畫理論與技巧，他的創作資歷豐富，以現代

水墨創作為主，技法融會多樣表現方法，創作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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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法中西，從古典的山水畫到抽象造形，均能展現林

煒鎮特有的藝術魅力。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活動名稱：山街海味來野餐吧~2022南部社區營造博

覽會 

活動日期： 111/1/14-1/15 

活動地點：本館一樓戶外草地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號召南部七縣市優秀社區營造團隊推出農

特美食、文創藝品及文化展演等主題活動，透過市集

活方式充分展現南臺灣人、物、地、景與產業的豐富

與熱情；山林、海洋、老街、美味構築博覽會的「山

街海味」，動態表演、靜態展示與手做體驗的活動規

劃，讓大眾一覽社區營造、原民館在各個領域的豐富

成果！  

特展名稱：逆向堆疊：模型和他們的影子 Walking 

through the shadows 

特展地點：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一樓 Young Show 

Space 

特展日期：111/1/7-3/6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介紹：記憶機制的特性，在現代邏輯所建構的景

觀（Diorama）中埋藏了一條逃脫路徑。本次展覽由

四組藝術家呈現各自的客觀記憶、主觀紀錄，通過四

組「記憶檔案」，覺察對記憶的虛假辨識（如同似曾

相似經歷／既視感）和對景觀的意識，旨在喚醒對

「現在的記憶」和其辨識方法，開啟通往潛在事物的

路徑。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 

活動名稱：新竹公會堂記憶紋理互動體驗館尋找精靈

Q 會堂 

活動日期：111/1/21-3/31 

活動地點：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一樓大廳 

收費方式：免費，惟須線上預約入館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精靈 Q 會堂結合物聯網與互動感測技術設

計，民眾利用手機於展品感測點撈取題目，回答所有

特展名稱：新竹公會堂記憶紋理互動體驗館 

特展地點：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一樓大廳 

特展日期：111/1/21-3/31 

收費方式：免費，惟須線上預約入館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介紹：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主題建築為新竹公會

堂，興建於1921年，於2011年正式登錄為歷史建築。

互動體驗館結合科技藝術，呈現公會堂曾為日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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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區問題後，系統將會依照答對題數，計算獲得的小

精靈種籽數量，將手機靠近石燈籠展品感測點即可拿

起平板電腦尋找可愛小精靈。 

的重要集會場所，讓民眾不分年齡從展品的體驗過

程，加深對公會堂的歷史記憶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