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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所屬社教機構111年1-3月推薦展演活動 
 

社教館所別 ｢Muse 大玩家-集合吧!MUSE大玩家｣主題活動 寒假特展活動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活動名稱：虎虎生風話虎年 

活動日期：111年1月25至28日 

活動地點：科博館本館 

收費方式：每人200元 

活動對象：大班至小二學童 

活動簡介：2022迎來了充滿生氣的虎年，課程將帶領小朋

友認識這個大型的貓科動物，活動中介紹老虎的外觀特

徵、生活習性、民俗文化中的老虎傳說，從科學、文化和

藝術的角度認識老虎。 

特展名稱：我們必須老嗎？斜槓銀髮/樂活人生特展 

特展地點：第四特展室 

特展日期：110年11月3日至111年5月1日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展示場門票 (全票100元；優待

票70元)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動介紹：現今國人平均壽命長期呈現上升趨勢，109

年平均81.32歲更創下歷年新高，即將邁入老年人口占比逾

兩成的超高齡社會，臺灣準備好了嗎？展覽內容從「認識

自己」、「健康促進」、「擁抱年老」三大層面探討老年

議題，以人口學、生物學、醫學、社會學等多元角度顯現

人類老化問題，並規劃多項體能檢測設施供現場體驗，其

中互動裝置「我還有多少餘命？」讓參展者體會可能的健

康餘命與預期壽命的距離。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活動名稱：集合吧！物種們 

活動日期：111年1月21日至3月31日 

活動地點：科教館4樓生物多樣性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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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臺灣是座寶島因為氣候、地形及地理位置等因

素，讓豐富的生物能夠居住在此。到科教館4樓《生物多

特展名稱：玩藝數 

特展地點：科教館 

特展日期：111年1月21日至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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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展介紹：課堂以數學、物理、化學、文學、藝術等不同

科別分割，總讓人誤以為知識是如此的壁壘分明、截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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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性》展區完成「找家」學習單，即可蓋章。 

 

同。事實上，世界是一座無牆的學校，萬事萬物皆蘊藏了

大大小小的關聯性。 

「玩藝數」以3D 列印、立體幾何、鑲嵌摺紙、視覺藝

術、互動體驗等不同主題，帶領觀眾探索其中奧妙，在玩

樂中發現學習的樂趣。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活動名稱：原民防災，沙盤推演，植得穀粒 

活動日期：111年1月21、25至28日 

活動地點：北館6F廊道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科工館常設展門票(全票100

元；優待票70元)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上下午各一場，現場報名。(一)原民穀倉 DIY

搭建與演示，動手蓋房子。(二)原民野生植物應用教學，

植物牌卡依食用與藥用於災防緊急時刻。(三)山坡地防災

疏散避難，AR沙箱學習等高線，避免房屋搭建在地勢低

窪處。 

特展名稱：XR穿越體驗特展 

特展地點：北館2F露臺 

特展日期：即日起至111年8月31日 

收費方式： 

一般票200元，體驗乙次 

優惠票300元，體驗兩次 

上述票價均享回購價150元體驗乙次(限當場回購) 

特展對象：一般民眾 

特展動介紹：本展包含 XR 演進解說、AR 互動體驗等主

題，還有全台首創360ﾟ平台式 VR 體感椅，每台裡面都有

11項情境可供乘坐者自由挑選，機台能360ﾟ旋轉，驚險刺

激不輸給遊樂園的大型遊樂設施。 

活動名稱： 與研究員有約 

活動日期：111年1月26日 

活動地點：北館 B1F創客工場 

收費方式：免費，需先到6樓啟動創新實驗場體驗平板，

申請帳號儲存積分，積分達7,500分者，即可獲得報名資

格。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名稱：沃爾巴克氏菌生物防治2.0特展 

特展地點：北館4F中央走道 

特展日期：即日起至111年1月16日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科工館常設展門票(全票100

元；優待票70元；相關票價請詳網站) 

特展對象：一般民眾 

特展活動介紹：本特展介紹登革熱防治的新科技「沃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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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簡介：「與研究有約」為科工館常設展-啟動創新實驗

場針對在展廳闖關積分達「研究員」等級之觀眾所舉辦的

體驗活動，本次主題「Q-water 淨水技術體驗」邀請工研

院工研院材化所任維傑研究員、楊欣茹研究員帶親子體驗

淨水流程。 

克氏菌生物防治法」，利用一種天然的寄生細菌「沃爾巴

克氏菌」影響病媒蚊，並透過「以蚊治蚊」的方式，讓登

革熱無法藉由病媒蚊傳播出去。 

活動名稱：集智慧於一身之展區大進擊！ 

活動日期：111年1月29日至1月30日、2月2至4日 

活動地點：北館2F 動力與機械廳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科工館常設展門票(全票100

元；優待票70元)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上下午各一場，活動有30個關卡，參賽者擲骰

子前進，由地上的地圖對應到相關的展區與互動機台，關

主說明過關方式並確認參賽者是否成功通關，通關可再投

擲骰子前往下一關卡；最後結束遊戲，進行福袋抽獎乙

次。 

特展名稱：熱雪天堂兒童探索樂園 

特展地點：北館 B1F宇宙之星 

特展日期：即日起至112年8月31日(依官網公告為主) 

收費方式：本展套票(含科工館常設展門票、滑雪區與攀爬

區)350元，20人以上團體優惠套票280元，單區體驗票(限

已入館民眾購買)200元。身高未滿130cm 購票入館者，可

有一位18歲以上家長免費陪同入場。 

特展對象：12歲以下觀眾及親子 

特展介紹：本展打造一個常溫雪景極地情境兒童樂園，讓

熱帶島國的台灣也能在常溫下體驗玩雪的樂趣。以專利人

造雪為核心，融合體適能及創意啟蒙的大型室內雪地兒童

樂園，佐以“雪”為主題之科普簡介，寓教於樂。 

活動名稱：一機在手智慧烹調就上手 

活動日期：111年2月26至28日 

活動地點：北館2F烹調的科學廳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科工館常設展門票(全票100

元；優待票70元)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上下午各一場，活動現場體驗遠端遙控廚房、

特展名稱：110年大專院校農村實踐共創計畫-校園共創成

果展 

特展地點：北館2F三方館及西側長廊 

特展日期：即日起至111年1月19日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科工館常設展門票(全票100

元；優待票70元；相關票價請詳科工館網站)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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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食譜料理桌、健康諮詢及你想要哪項烹調技術，完成

全部關卡取得100分即可獲得烹調廳雷雕吊飾乙份。另特

別設計「烹調知識+」加分項目，就能額外獲得禮物乙

份。 

特展動介紹：雖然農村面臨人口外流或老化的問題，但在

政府的努力之下，鼓勵學校課程串聯農村活動，發展出各

式特色有活力的共創成果。 

活動名稱：醫機在手-智慧在我！ 

活動日期：111年3月12至13日、3月19至20日 

活動地點：北館4F健康探索廳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科工館常設展門票(全票100

元；優待票70元)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上下午各一場，本活動現場報名遊玩達文西手

臂，關卡為四關，完成1關取得5分（獲得貼紙乙份）、完

成2關取得15分（獲得展廳吊飾乙份），完成全部關卡取

得25分（按摩鼠乙份）。 

特展名稱：山田卓司 x 鄭鴻展 微縮人生 

特展地點：北館 B1F第四特展廳 

特展日期：111年1月13日至4月10日 

收費方式： 

1.全票 $350 一般身分者適用 

2.優惠票 $320 年滿三歲以上兒童及持本國大專院校以下有

效學生證件者。 

3.愛心票 $175 本國籍65歲(含)以上年長者及本國籍身心障

礙人士及必要陪同者一名；憑證購票。 

4.免票 年齡未滿三歲之幼童(需一位成年人持票陪同入場；

入場需驗證。) 

特展對象：一般民眾 

特展介紹：日本微縮「情景王」山田卓司與台灣「微縮模

型神人」鄭鴻展，以微縮技法加想像力，用心刻畫、微型

化豐富的人物表情和營造情景感受，將記憶與回憶濃縮作

品中，毫釐間如實呈現出幾可亂真的微縮世界，保留永恆

感動瞬間。 

活動名稱：水保防災加油讚 

活動日期：逢週六日辦理 

活動地點：北館6F希望·未來 莫拉克風災紀念館 

特展名稱：文具島大冒險特展 

特展地點：北館2F第二特展廳 

特展日期：111/1/1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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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科工館常設展門票(全票100

元；優待票70元)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每週六日的上午11:30、下午2:30，於6F 莫拉克

風災紀念館出口處的「水土保持防災教育專區」，舉辦

「水保防災加油讚」教具演示活動，由現場人員陪伴大家

一起聽故事、玩教具，動動手、動動腦，輕鬆學習水保防

災知識。 

收費方式：全票200元 (相關票價請詳科工館網站)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介紹：文具島上住著許多由剪刀、橡皮擦、美工刀…

等文具化身的可愛動物，你可以不停地拍照、體驗各種

剪、黏、印、畫的動手做，還有許多關於文具的經典和科

學，歡迎大人和小朋友們一同來島上探險。 

活動名稱：2022科工冬令營 

活動日期：111月1月21日至2月10日 

活動地點：科工館科學教室 

收費方式：詳活動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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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對象：幼稚園大班至國中生、親子 

活動簡介：科工館於111年1月21日至2月10日寒假期間，

推出2022科工冬令營，活動包含科普旅遊、生活科學、食

品科學、玩具科學、幼兒玩科學、創意積木、動力科學、

天文與太空、生物世界、物理化學、雙語營隊、軟體應

用、程式與機器人…等多元主題、近70場營隊，活動豐富

多元，快來幫小朋友預約科學假期！ 

特展名稱：技職新視界 

特展地點：北館4F三方館 

特展日期：111年3月26日至114年3月31日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科工館常設展門票(全票100

元；優待票70元；相關票價請詳科工館網站)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動介紹：為增加社會大眾對技職教育的能見度，本展

規劃六大技職學群，並透過多元的互動展示手法，提供民

眾認識技職教育、職涯發展及產業成果。 

活動名稱：3D大銀幕電影（南極洲、虎皮萌企鵝） 

活動日期：預定自 111年１月 15日至 6月 30日止 

活動地點：北館 多功能大銀幕電影院 

收費方式：全票 150元，優待票及相關票價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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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stm.gov.tw/Reference/VisitorInformation/Price.

htm。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 

【南極洲】 

這是一片神秘的土地，這裡發生的一切影響著我們每個

人。它是地球上最寒冷、最乾燥、風最大的地方，被地球

上最波濤洶湧的海洋所包圍，從海底到南極附近的山頂，

非凡的動物們在這個極端的地方繁衍生息。 

本片使用最新的水下攝影技術，潛入超過 6英尺厚的海冰

下，體驗其海底世界。透過鏡頭我們可以看到成千上萬的

紫色海星被越來越多的冰塊和水母困住時跳出致命的舞

蹈。與海豹嬉戲游泳。飛越壯麗的山峰，來到廣闊的企鵝

棲息地。我們將目睹有史以來拍攝的最大的座頭鯨群。 

儘管南極及其附近的南大洋距離我們如此遙遠，但它對整

個地球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需要全球合作來保護

它，才能確保星球的未來健康。 

【虎皮萌企鵝】  

本片講述了一隻由老虎撫養長大的虎皮企鵝，帶領一群身

懷絕技的叢林小夥伴們，與意圖摧毀叢林的邪惡無尾熊鬥

智斗勇，最終解除驚天危機的奇幻冒險故事。 

在這段驚險又無厘頭的冒險旅途中，它們見證了彼此的成

長，也獲得了叢林動物們的認可，成了真正捍衛叢林安危

的新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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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2022－英文排鑄機之奧祕 

活動日期：111年 3月 1日至 31日 

活動地點：開放式典藏庫 

收費方式：購買體驗設施票，並需購買該館常設展門票(全

票 100元；優待票 70元)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排鑄機在印刷技術發展上，有被稱為「世界第

八大奇蹟」，因為此排鑄機是一種用於印刷的"整行鑄造" 

鉛字的機器，此機器由於能夠一次完整鑄造一整行英文鉛

字而得名（line-o'-type），比起以前一個一個英文字母手

工排字來說，這是一項重大改進。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活動名稱：珊瑚 MUSE大發現 

活動日期：111年 1月 21日至 3月 31日 

活動地點：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珊瑚王國館 2樓特展區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入館門票(全票 450元；優待票

250元) 

活動對象：入館民眾 

活動簡介：至右列特展區觀察學習並拍照留念後，打卡上

傳 FB或 IG，即可至大廳服務台(近珊瑚王國館)集章。集

滿 3個博物館所戳章者可現場兌獎。 

 

特展名稱：「南藍繫語-潛進珊瑚海」海底實境特展 

特展地點：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珊瑚王國館2樓特展區 

特展日期：110年11月12日至114年5月31日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入館門票(全票450元；優待票

250元) 

特展對象：入館民眾 

特展介紹：將智慧博物館計畫之成果包含：智慧化海洋生

物知識學習網站、臺灣海域各生態水域之影音資料收集、

水下遙控無人載具在中光層的研究、水下探勘拍攝等，轉

譯為科普資訊，讓民眾瞭解水下研究成果及臺灣周遭的水

下環境。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活動名稱：集合吧!我們的鳥! 

活動日期：111年 1月 21日至 3月 31日 

特展名稱：海有個鳥地方-北部濱海鳥類特展 

特展地點：主題館第二特展廳(深海影像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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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主題館第二特展廳(深海影像廳) 

收費方式：免費，但需購買該館特展門票(全票 200元，另

有優惠票價詳官網訊息) 

活動對象：親子、一般民眾 

活動簡介： 

進入海有個鳥地方-北部濱海鳥類特展蒐集完成六個鳥類集

章，至主題館 3F北火大廳商店區完成集章作業 

特展日期：111年1月21日至11月20日 

收費方式：全票200元，另有優惠票價詳官網訊息 

特展對象：親子、一般民眾 

特展介紹：鳥類是一群存在感十足的角落生物。就算你對

小鳥沒興趣，也很難完全無視牠們的存在。無論是小鳥振

翅高飛的身影，還是引吭高歌的鳴唱聲，各式各樣小鳥隨

時都在提醒人類:「我們也在這裡生存，我們共享同樣的自

然環境」。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活動名稱：教育電 Channel+親子頻道孩子聽見全世界 

活動日期：111年 1月 21日至 2月 18日 

活動地點：教育電臺聲動全世界 FB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一般聽眾 

活動簡介：教育電台 Channel+是個免費線上收聽的平台，

其中「親子頻道」廣受聽眾喜愛:涵蓋親子教育、外語學

習、科普、文化藝術…活動期間於 FB指定貼文下方留

言，推薦一個你在「Channel+親子頻道」聽到的好節目，

就有機會獲得教育電台好禮。活動詳情以教育電臺專公告

為準。 

https://www.facebook.com/educationradio  

 

 

特展名稱：打開小耳朵!聽見人體科學的奧妙 

特展地點：教育電臺線上 podcast 

特展日期：寒假期間 

收費方式：免費收聽 

特展對象：親子 

特展簡介： 

寒假期間，一起和孩子聽教育電台《打開小耳朵》podcast

一起成長吧！寒假期間推出「人體科學」單元，讓孩子也

能聽 podcast了解人體科學的奧妙各大 podcast平台皆能收

聽喔: 

https://open.firstory.me/user/littleears/platforms  

國家圖書館 
活動名稱： 111年春天讀詩節-「舞雩歸詠春風香——詩歌

閱讀的美好體驗」講座活動 

特展名稱：《臺北人》五十週年-說不完的白先勇特展 

特展地點：國家圖書館2樓閱覽大廳 

https://www.facebook.com/educationradio
https://open.firstory.me/user/littleears/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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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111年 2月 12日至 111年 4月 30日 

(2/12、2/19、3/5、3/19、4/9、4/16、4/30) 

活動地點： 國家圖書館藝文中心 3樓國際會議廳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在中國文學長久脈絡中，詩歌是詩人言志託

興、緣情體物的文學表現，其中寄寓了深邃情思，也反映

了人生實境，在詩歌閱讀的過程中，作品、詩人與讀者的

心靈共盪相感，不但為心靈帶來撫慰療癒，也讓生命得到

昇華。111年春天讀詩節活動規劃以「舞雩歸詠春風香—

—詩歌閱讀的美好體驗」為主題，自 2月至 4月共計辦理

7場，邀請國內大學知名教授蒞館演講，引領我們走進各

類詩歌文學世界，感受不同面向下詩歌閱讀的美好體驗。

活動地點為國家圖書館藝文中心 3樓國際會議廳(臺北市中

山南路 20號)，歡迎對講座主題感興趣的各界人士免費報

名參加。 

特展日期：110年12月7日至111年2月13日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一般民眾 

特展介紹：白先勇先生是備受推崇的文學家，更是深具遠

見與人文關懷的文化推手。《臺北人》出版五十年來，海

內外的評論文章無數，公認為臺灣文學的小說經典，至今

仍傳誦不絕，故藉此機會，國家圖書館與趨勢教育基金會

共同主辦本次特展展覽以《臺北人》為軸心，共計規劃五

大單元，包括「超過半世紀的影響力」、「《臺北人》總

也不老」、「文學與歷史」、「一個人的文藝復興」、

「我讀《臺北人》」。國圖也配合趨勢基金會之策劃，展

出館藏近百本不同版本著作及珍貴手稿，例如文學名著

《寂寞的十七歲》、《紐約客》、《孽子》等小說、《驀

然回首》、《樹猶如此》等散文，以及有關父親與民國史

的傳記等；此外，白先勇先生於臺大外文系時所創辦，現

今依舊在世界文壇具重要影響力的《現代文學》刊物，也

會一併展出。 

國立臺灣圖書館 

活動名稱：福虎生豐好運來 

活動日期：111/1/21-3/31 

活動地點：國臺圖 1樓文創品展示區 

收費方式：免費/購買文創品除外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 

特展名稱：日治時期在地文青們的消閑時光－懷舊老照片

展 

特展地點： 6樓臺灣學研究中心 

特展日期：即日起至 111年 1月 31日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互動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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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迎接虎年到來，文創品展示區設計了虎年意象，歡迎

大家來現場沾福氣迎新春，豐收富足一整年。 

活動方式： 

1.來館新辦借閱證即可獲得集章 1枚。 

2.與文創品展示區背板合照，並上傳於 FB活動專區，即

可獲得集章 1枚。 

3.凡購買文創品可獲得集章 1枚，滿百贈送福虎紅包袋 1

組(3入)。 

4.參加 1/14、2/23、3/16閱讀講座及 3/12臺灣學系列講座

即可獲得集章 1枚。 

5.憑中山樓入館門票即可獲得集章 1枚。 

日治時期臺灣的在地特色，舉凡熱帶風景、香蕉樹、媽祖

廟、水牛、稻田等皆屬於在地印象。然而隨著時代流轉，

1930年代大眾消費潮流開始呈現多元化，當時的文青*就

經常在書店、納涼會、喫茶店、唱片行等各式風格場合，

就像是現代流行時尚活動的翻版。試想「如果 1930年代

有臉書，當時文青都會在哪打卡?」凡填寫 QR code老照

片展問卷調查或留言本者，致贈小禮物一份，請至 6F櫃

台領取（送完為止）。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活動名稱：繪自然--博物畫裡的臺灣特展 

活動日期：2021/11/23-2022/3/6 

活動地點：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2樓藝文走廊 

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一般觀眾 

活動簡介：本展將十九世紀以來，從科學繪圖的介紹與發

展史開始，逐步進入到博物學家和自然觀察者所記錄的臺

灣生物、生態等，透過科學插畫的呈現，帶領觀眾一覽自

然史之美。同時國資圖首次公開展出珍稀館藏《蘭譜》，

讓此展覽更具歷史意義與價值。 

特展名稱：沒有人是橘外人-臺中好橘食農教育展 

特展地點：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1樓展出 

特展日期：110年 12月 11日至 111年 3月 6日止 

收費方式：免費 

特展對象：一般觀眾 

特展動介紹：(100字左右) 

本特展規劃四大主軸核心：「產業介紹」、「食農教育」、

「互動體驗」、「應用推廣」，從產地、生活應用、娛樂到

柑橘加工，以親民的主軸，引發民眾參與學習討論，透過

柑橘多元的策展內容，加深對臺中柑橘產業之印象。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活動名稱：110學年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得獎作品展 

活動日期：110年 12月 21日至 111年 2月 16日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第 1、2展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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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方式：免費 

活動對象：不限 

活動簡介：為增進學生美術創作素養，培養國民美術鑑賞

能力並落實學校美術教育，特舉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本

比賽共分七大類別，包括：國小組-繪畫、書法、平面設

計、漫畫、水墨畫、版畫；國中組、高中（職）組及大專

組-西畫、書法、平面設計、漫畫、水墨畫、版畫。自國小

至大專共計 55組，並展出 110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特優得獎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