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市70041中西區中正路1號

Tel : +886-6-221-7201
官網

活動當日14:30-16:30
國立臺灣文學館•第一會議室

iOS適用

本館活動內容如有異動或未盡事宜，請見國立臺灣文學館網頁公告為準。

臺灣首見的文學閱讀與創作 App 上架了，
可一邊旅行，一邊閱讀文學作品，也可自己
創作，標註作品地理位置，留待他人發掘閱
讀。

F
B

粉絲頁

帶著文學去旅行

http://www.nmtl.gov.tw

Android適用

■ 電腦版連結 http://tln.nmtl.gov.tw/ch/M12/nmtl_w1_m12_s0.aspx。

1.12 (六) 葉覓覓

手機APP
導覽

日音日寺口乞食反，日音日寺目垂目民
(1/2開放報名)

把您的行動裝置如手機、平板化身為臺文館的語
音導覽機，參觀資源一手掌握。運用Beacon科技
提供適地性服務(Location Based Service, LBS)，
走到哪個展場，導覽內容立即出現。

80 2
人

■ 洽詢電話：06-2217201分機2305邱小姐

滿員限定

掃描QR Code，下載「蹦世界」APP，再次掃描

QR Code，即可下載導覽內容。

小時

研習時數

國立臺灣文學館•齊東詩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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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9

12/21
2019

09/29

台灣男子簡阿淘 ──
葉石濤捐贈展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2段25、27號
電話│02-2327-9657
開放時間│每週二至週日10:00-17:00．週一休館
交通位置│捷運：忠孝新生站6號出口，沿新生南路右轉濟南路直行
公車：211、222濟南金山路口站、606、214金山泰安街口站

2018

山巔水湄，歌詩島嶼之南
屏東現代詩展
隨著臺灣在不同歷史階
臺南
車站

段之社會型態、政經結
公園路

構、族群關係的變化，
與屏東發生鏈結的詩人
各式各樣，因而也使得

青
年
路

屏東現代詩有其獨特風
格取向，故本展覽不

臺灣文學館

獨以「屏東詩人」為對

高鐵接駁站

01/26 (六) 10:00-11:00 相聲說唱歡喜過新年

象，除了與屏東有深厚
作以屏東之人文地景、

50

人

滿員限定

02/16 (六) 10:00-11:00

聽繪本作家說故事─劉如桂

■ 親子活動，洽詢電話：02-23279657 鄭小姐。

自然生態、族群歷史、
甚至是物產民俗為主題

繪本好時光

者，皆涵容收納於其

齊東詩舍兒童閱覽室繪本好時光

中。以同時兼具歷時性

每週三下午14:00-15:00

與並時性的方式，展現
來自各方的創作者，在
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社
會脈絡匯流衝激之下的
屏東。

30

人

滿員限定

01/02、09、16、23、30 幻想冒險
02/06、13、20、27 年節喜慶
■ 親子活動，洽詢電話：02-23279657 鄭小姐。

每週二至週日09:00-18:00，B1圖書室09:00-17:00。
週一固定休館。
本館於開放時段提供團體預約導覽及語音導覽服務，
預約專線06-221-7201分機2990，或洽本館網站 。
文學咖啡│週一公休，週二至週日
08:00-18:00，專線06-2214632。
NMTL SHOP 藝文商店│週二至週日10:00-18:00，
專線06-2217201分機2960。

■ 需事先網路報名，額滿即止，免費入場。
■ 已報名者請於活動開始前15分鐘完成報到，逾時會將名額開放
給現場民眾。現場將發放號碼牌依序後補進場，額滿即止。

2

本館活動研習時數領取說明
小時

研習時數

為提昇公務人員人文素養，凡全程參與之公教人員，
本館將至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登錄研習時數。

【農曆春節開放時間】
休館║2月4日(一) 除夕、2月5日(二) 初一
正常開館║2月6日(三) 初二∼2月10日(日) 初六
【農曆春節 圖書室開放時間】
暫停服務║2月4日(一) 除夕∼2月11日(一) 初七
正常開放║2月12日(二) 初八起
【農曆春節 齊東詩舍開放時間】
休館║2月4日(一) 除夕、2月5日(二) 初一
正常開館║2月6日(三) 初二∼2月10日(日) 初六

原來如此：原住民族文學轉型正義特展

淵源的詩人之外，凡詩

雙月活動表

Newsletter

活動

展覽

活動

2018

台灣男子簡阿淘──葉石濤捐贈展

2019

國立臺灣文學館 2F 展覽室E

12/21

2017

12/20 起

06/23

人

2018

03/28
2019

臺灣文學的內在世界暨舊建築新生命常設展
國立臺灣文學館 1F展覽室A

主題
書展

2018

2019

11/23 02/17
給文學加上顏色──林鍾隆逝世十周年主題書展

10位作家、6個文本、3個文學論爭、2個文化組織、1張題

短篇小說集《台灣男子簡阿淘》，敘寫了簡阿淘因理想而受

字錄、7道關卡，串連成一場穿越時空、鬥智鬥力，擁有

難的現實狀況，其內心的煎熬、驚懼，以及堅韌的生命力。

245,760種不同結局的冒險故事，等你來挑戰！邀請對文

本展將展出葉石濤生前捐贈予本館的個人藏書、手稿、文友

學、時空冒險有興趣的您，透過現代科技進行角色扮演，化

2018辭世作家主題書展

書信及歷年受獎，自1960年代起寫作時所坐的藤椅，亦將首

身「數位百工」，藉由您對社會職業的了解，與擁有其他職

2019

次曝光。適逢葉老逝世十周年，誠摯邀請觀眾與我們一同見

別身分的作家們接觸、探查，蒐集臺文館珍貴古物的關鍵資

02/24 05/20

證葉老的文學成就及生命軌跡。

訊。這是一場別開生面的數位展覽，歡迎體驗。

二二八文學主題書展

實境闖關遊戲─ 不能說的他
2019.1.19(六)、20(日)、26(六)，13:00-16:00，每梯次3小時
共同執行╱國立臺灣文學館、葉石濤文學紀念館、芒果遊戲

20

10/22 起

簡阿淘，是葉石濤筆下經常出現的小說人物。具自傳性質的

國立臺灣文學館
B1圖書室

2018

2019

12/28 04/07

太空霓虹──閱讀楊逵藝術裝置
2018.12.12 (三) -2019.3.3 (日)
國立臺灣文學館 1F藝文大廳

星系邊界的霓虹暈華，曖曖含光，遍灑無垠大千世界。
照耀島嶼上的土地和人們，折射傲然對抗時代的身影，充滿熱忱、
追求自由的靈魂，以不妥協、不屈服的精神，領略我們徜徉字裡行
間，挖掘未完的故事。

2018

05/18
2019

滿員限定

2011

國立臺灣文學館 1F展覽室B

戲劇導覽─── 葉老的換帖姐妹們
2019.1.12(六)、13(日)，14:30-14:50
國立臺灣文學館•2F展覽室E

每梯次

擴增文學•數位百工特展
臺灣文學×數位內容

原來如此：原住民族文學轉型正義特展
國立臺灣文學館 1F展覽室C

主題活動

年年春暖──楊逵玫瑰明信片發送

03/10

2019.2.1(五)-2.3(六)
2.7(年初三)-2.10（年初六）

■ 參加對象╱12歲(含)以上
▓活動費用╱免費，須事先報名，每梯次限額20名。
完成報名並於活動當天完成遊戲者，將致贈紀念品乙份。
▓活動範圍╱本館、葉石濤文學紀念館及臺南市中西區一帶，以徒步
方式進行。
▓報名資訊╱2018.11.30起開放報名，詳情請洽本館官網。
▓集合地點╱國立臺灣文學館•2F文學體驗室

開館時間至臺文館服務台，秀出您分享本展之畫面，即贈明信片1
張，並提供臺灣境內免費郵寄服務（平信）。每日限量，送完為
止，每人限領、限寄1張。

魔幻鯤島．妖鬼奇譚──臺灣鬼怪文學特展

兒童

國立臺灣文學館 1F展覽室D

03/03
本展從文學切入，透過當代臺灣原住民作家的作品，以
故事代替論述，將嚴肅沈重的議題隱含於其中。並透過
影像、紀錄片與跨世代原住民歌謠創作，串聯各分區主

每週六10:30-11:30

題，讓原住民創作者為自己的族群命運發言。展場內也

國立臺灣文學館
1F 兒童文學書房 ( 衛塔木板區 )

放置原住民文學發展的重要刊物、著作與大事年表，從
文學出版的發展與興盛，象徵原住民族重新掌握自我詮
釋權的努力。最後也簡介了世界各國的原權運動，藉由
各國原住民轉型正義案例，反思臺灣未來方向。
以文學的力量，透過故事、歌曲的呈現形式，促使民眾
鯤島臺灣在悠久歷史中，恐怖暗影潛伏於山海之間，或鬼或

省思原住民轉型正義的全方位與必要性，發出「原來如

怪，野史軼聞多有傳言。在文學領域上，不論是民間文學或

此！」的共鳴，重新認識原住民族的歷史面貌與優美文

者文人書寫，鬼怪經常成為靈感泉源。過往民間傳述鬼怪故

化。

事，大多為了傳遞道德教訓，但在不同作者筆墨之下，鬼怪
元素的運用更加多元，賦予文學更多的想像空間。

美國小天地：美語說故事 American Shelf

Storytelling

國立臺灣文學館 1F 兒童文學書房 ( 衛塔木板區 )
主辦│美國在台協會高雄分處、國立臺灣文學館
■ 參加對象 國小 (含) 以下，歡迎親子一同參加。
■ 免費參加，10:45開放入場。

詳細活動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