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
展覽
臺博館本館

107.6.26-108.9.1

臺博館本館及土銀展示館
週二至週日每日9:30~17:00
南門園區
園 區：週一至週日6:00~22:00
展示館：週二至週日9:30~17:00
■每週一、除夕及春節初一休館
■逢國定假日及連續假期均照常開館

購票資訊

■臺博館本館及土銀展示館一次購票可參觀兩館
全票：每張 30元
半票：每張 15元

1樓東展間

微美幻境－海洋微化石特展
Microfossil : The Exquisite Beauty under the Sea

ˇˇˇ

開放時間

1F

ˇˇˇ

微化石是各類微體生物死亡後所保留的生物殼體總稱，本次展覽挑選微化石
最具形態之美的四個類別進行介紹，包含有孔蟲、鈣板藻、矽藻與放射蟲。
藉由現代科技與藝術的結合，呈現這些肉眼無法辨識的微小生物。同時也將
臺灣百年微化石研究的多元面貌加以統整呈現，引領參觀者瞭解如何由微化
石解讀海洋環境的變遷。

107.12.24-108.9.1

博物館
驚奇趣

■南門園區單獨售票
全票：每張 20元
半票：每張 10元
半票優待
■軍警（本國）
、學生、6至12歲兒童
■年滿65歲以上的民眾假日半票
■機關學校團體二十人(含)以上(須一週前網路預約申請)

1樓西展間

「昆蟲與植物的愛戀變奏曲」特展
Exhibition of Love: A Romance between Plants and Insects

古．生 ．物．互．動 ．體．驗

你知道此刻地球上的昆蟲就約有一百萬兆隻，是全球人口的兩億倍嗎？事
實上，地球上75%的已知動物種類是昆蟲！形容我們住在「昆蟲星球」也
不為過。各式各樣的昆蟲如何適應生態環境？自然界昆蟲與植物又有怎樣
的相互關係？本展結合豐富圖文資訊及昆蟲標本，搭配VR虛擬實境，以趣
味多元的內容揭露昆蟲與植物之間互相競爭與互利共生的微妙關係。

免票優待
■未滿6歲之學齡前兒童
■年滿65歲以上的民眾平日免費
■身心障礙者及其陪同者一人
■持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ICOM、AＡM會員卡（以上一證限一人）

107.11.27-108.4.21

◎ 臺博館各館舍提供悠遊卡售票服務

The Intrepid Enlightener: The Architecture work of Chen, Zen-ho’s Era

參觀須知

臺博館南門園區

市

●發 行 人 ／洪世佑

民

大

道

南門園區紅樓展示館2樓
捷運臺北車站
M5出口

來 SAY 菜市場－食物中的生物學
Market Tours – The Biology of Food

忠

孝

西

路

■本展區依場次入場，詳情請見官網。

臺博館土銀展示館
襄陽路

中山南
路

西路

國立臺灣博物館
創立於1908年
館舍由日本建築師野村一郎設計
落成於1915年4月18日
現為國定古蹟
為臺灣現存最早的博物館

愛國

臺博館南門園區
路
昌
南

[ 微型展 ] 蕨妙分身術 Asexual Reproduction of Ferns

愛國

段
一
路
福
斯
羅

108.3.12 -108.6.16

凱達格蘭大道

街
口
湖

人類是自然的一份子，食衣住行各方面都免不了利用生活周遭的生物，包
括用來治病與改善身體的藥材。什麼樣的果實有殺蟲的功效？什麼花的乾
燥根部可以做止痛藥材？什麼樣的花蕾具有治療頭痛、齒痛的作用？要增
添食物滋味可以用哪些植物香料呢？想了解更多植物的特性與姿態，歡迎
到臺博館南門園區。

捷運臺大醫院站
4號出口

國立臺灣博物館

南門園區紅樓展示館1樓大廳

[ 微型展 ] 藥材中的生物學 Biology of Chinese Medicine

中 山 南 路

重 慶 南 路

食物中的蔬菜、水果、穀物、肉類或是水產，都是地球環境中的生物。但
你知道口中的食物對生態系、對地球環境有什麼影響嗎？本展結合生物學
知識及科技展示技術，推出多種具互動學習性的「科技菜單」，利用RFID
及VR等技術，讓大小朋友在博物館模擬的菜市場中，透過互動遊戲了解食
用生物的名字、食物生長的地方、取得食物的方式，還有食用生物在生態
系裡的角色等知識。

南

海

東路

路 捷運中正紀念堂站

1、2、7號出口

臺博館本館
臺博館土銀展示館
臺博館南門園區
臺博館行政大樓

10046 臺北市襄陽路 2 號
10046 臺北市襄陽路 25 號
10074 臺北市南昌路一段 1 號
10047 臺北市館前路 71 號 5 樓

●總 編 輯 ／劉杏怡

●出版委員 ／洪世佑、王逸群、方建能、吳嘉琦、許毓純

■請勿於館內吸煙、飲食、奔跑嬉戲及其他有安全疑慮之行為。
■請勿攜帶傘具、危險物或易燃物入館。
■請依規定購票，接洽公務者請至臺博館行政大樓。
■服裝不整、攜帶寵物者（導盲犬除外）謝絕入館。
■請勿錄影、使用閃光燈及腳架攝影，並禁止做任何未經許可之商業及出版使用。
■本館大門口備有身心障礙專用電梯。
■中文定時導覽 AM10: 30．PM2: 30

陳仁和是戰後南部臺灣極重要的建築師，受戰前日本系統建築教育養成，
其人脈廣闊，設計作品眾多，具有深厚的結構計算能力，其作品之創意與
構成極具特色，為臺灣戰後現代建築大師之一。本特展展出內容為陳仁和
建築師之生平及其重要作品。透過建築圖繪及立體模型，介紹陳仁和與其
作品之特殊性、貢獻與時代性，理解陳仁和在臺灣建築史上的地位。

107.12.4 -108.3.10

3

以上均憑證(函)優待

2樓迴廊

「前行無畏：陳仁和的建築時代」特展

107.6.30-108.12.31

2019

Tel.02-2382-2566
Tel.02-2314-2699
Tel.02-2397-3666
Tel.02-2382-2699

Fax.02-2371-8485
Fax.02-2382-2268
Fax.02-2358-1839
Fax.02-2382-2684

劉杏怡、劉美珠、方瓊德、黃高駿
●執行編輯 ／林佳葦

●視覺設計 ／張慧娟、盧穎蓁

教育
活動

常設
展覽

臺博館本館

博物館講堂

假日親子活動

展覽活動

National Taiwan Museum

發現臺灣：重訪臺灣博物學與博物學家的年代

3樓

Discovering Taiwan: Re-visiting the Age of Natural History and Naturalist of Taiwan

「昆蟲與植物愛戀變奏曲」特展－
專家導覽及講座

臺博館 21 世紀以來首度推出的全新常設展，展出臺灣博物館史上傳奇採集調查者故事與
蒐藏，並以專題方式細數臺博館歷史上重要的博物學者與他們的重要發現。包括莫那魯道
的「貝珠踝飾」、「北投石」、「龍宮翁戎螺」、「臺灣雲豹」標本等多種珍貴館藏。

演化的力量讓昆蟲與植物這兩個完全不同的類
群有著極其親密與相互依賴的關係，這種特殊
的關係發展出很多有趣的故事，都值得我們進
一步去認識與研究。■專家導覽：本館1樓特展展

本館為進行古蹟建築文化資產保存維護，現正執行「 國定古蹟臺灣總督府室內裝
飾檢修工程案」，2樓「臺灣的生物展示區」、「臺灣的原住民族展示區」暫停開放。

區／講座：土銀展示館3樓簡報室■免費，需購票入館■專家導覽：網路報名
40名、現場報名(活動前10分鐘受理)／講座：網路報名70名、現場報名(活動
前10分鐘受理) ■聯絡人：教育推廣組 王紀涵 分機465
日期

時間

3/16(六)

14:00-15:30

土銀展示館 Land Bank Exhibition Hall
3/23(六)

臺博古生物大展 －生命的史詩與演化共舞
Walking among Skeletons: Dinosaurs are Coming!

展出三葉蟲、泥盆紀魚類、中生代恐龍、新生代哺乳動物等化石紀錄，是認識
地球生命起源、史前及臺灣特有生物的最佳學習場域。
同場加映：「博物館驚奇趣-古生物互動體驗」提供可近距觀察黃河巨龍、翼
龍和特暴龍的VR擬真望遠鏡、可透視的鯨豚放大鏡、齒鯨骨傳音裝置等。

土地銀行行史展區 The Land Bank of Taiwan Gallery
展出土地銀行成立早期的銀行帳冊、放款號碼牌、土地測量儀器、土地改革史
籍、土地實物債券及金融事務機器等難得一見的珍貴文物史料，得以深入瞭解
土地銀行發展演進，更可藉此窺探臺灣近代金融發展、土地改革、國家建設、
經濟成長的歷史脈絡。

土地銀行古蹟修復室 The Exhibition on Restoration
勸業銀行舊廈之修復，保留解體調查過程中發掘的建築
構件遺跡，於現地展示陳列。分別介紹勸業銀行
舊廈在建築結構、工法、細部施作，以及各項先
進技術與設備特色。

南門園區 Nanmen Park

14:00-16:00
3/24(日)

蔡志偉(策展人)／
國立臺灣大學昆蟲
學系副教授

【講座】昆蟲與植物的愛
恨交織

何傳愷/國立臺灣大
學生態學與演化生
物學研究所副教授

【講座】Let's Gall Taiwan
癭臺灣-昆蟲/植物相互關
係的經典案例

董景生/行政院農委
會林業試驗所研究
員兼植物園組組長

Refining Fragrance: The History of Camphor Industry and Nanmen Factory
南門園區前身是提煉樟腦與鴉片的大型化工廠，展廳仿造原樟腦倉庫的情境，介
紹樟腦及其製作、運用，以及樟腦產業與臺灣發展史的關聯。另有9件鴉片相關
典藏文物與32幅歷史圖像，據以回顧黑色鴉片糾纏臺灣長達兩百多年的歷史。

想更認識蝙蝠的奧妙嗎？想了解蝙蝠研究的
幕後祕辛嗎？歡迎大家來臺博館，聽聽蝙蝠
學會的專家們怎麼說！■土銀展示館3樓簡報室

南門園區住著迷你可愛的藝術家，牠把自己
融入大地將園區點綴得更多采多姿~你知道牠
是誰嗎?跟著移動博物館找尋牠的身影，與牠
一同發揮創意，共度愉快周末好時光。■南門

鐵道部園區與臺北城都市發展脈絡
有著密不可分的連結，導覽將讓大家持續認識鐵道部及其周遭
之歷史發展。(因工程進行中，考量安全因素，導覽將不進入園
區) ■對象：建議小學高年級以上學童、一般大眾參與■免費■1/4(五)

時間

3/16(六)、3/17(日) 、3/30(六)、3/31(日)

■免費，需購票入館 ■網路報名、現場報名(活動
前30分鐘受理) ■核發環境教育及公務員終身學習
時數 ■聯絡人：教育推廣組 陳彥云 分機400

園區■免費，當日先至服務臺購買門票及登記場次
■聯絡人：教育推廣組 陳貞融 分機410

9:30起網路報名20名■廳舍大門報到(延平北、忠孝西路街角)■聯絡人：
教育推廣組 陳信鈞 分機417

10:00、11:00
日期
3/03(六)
3/17 (日)

綠色市集

時間
14:00、15:30

主題

對象

田園藝術家

一般觀眾、親子觀眾
(建議5歲以上參加)，
每場15組(20人)

地球 YOU & ME－恐龍石光跡

田裡有腳印市集
臺灣第一個訴求綠色保育的農產市集
每周六準時開市！有一群實踐農業生
產與動物保育永續發展的農友，直送
「綠保標章」認證的耕作農產，邀您
來市集從「吃」享受安心食在的友善
環境生活。 ■3/2、3/9、3/16、3/23、

3/09(六)
3/23(六)

時間

講題

講者

3/10(日)

14:30

邂逅金黃鼠耳蝠

張恒嘉/黃金蝙蝠生態館館長

「前行無畏」特展講座

優惠一【「博物館聯盟」館際合作優惠】

特展展出涵蓋宗教、文教、住宅等各種公私性質不同尺度建築，透
過不同時間與類型的建築作品，以脈絡化的方式呈現陳仁和建築實
踐與時代發展的重要意義。■土銀展示館3樓簡報室 ■免費，需購票入館

日期
3/16 (六)

■優惠期限：即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
■注意事項：* 每張票根僅限折抵一張門票
* 無法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優惠內容：持下列聯盟館當年度付費票根、有效會員卡至臺博館購
票享半票優惠。
■聯盟館所：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國立自然科學博
物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臺北市立美術館

建議國小學童參加，每場人數15人，
歡迎家長一同參與

發現臺灣小學堂
歡迎小朋友跟著我們，透過臺灣早期重要的
博物學家的視野，發現不一樣的臺灣。 ■本
館3樓自然教室、展場■免費，需購票入館■活動
當日11:00起至本館服務臺登記，額滿為止 ■聯絡
人：教育推廣組 陳貞融 分機410

講題

講者

優惠二【臺博館X苗栗臺灣客家文化館】

日期

時間

主題

對象

14:00

徐明松/銘傳大學建築學系
助理教授 義大利國立威尼
斯建築學院建築碩士

憑臺博館付費門票票根至該館好客劇場購票享優待票票價，憑好客劇
場付費票根享臺博館半票入館優惠。

3/30(六)

14:00、15:30

博物學家小幫手/
臺灣小小博物學家

建議國小學童參加
每場20名

優惠三【臺博館X二二八紀念館】

透過繪本故事、遊戲互動及感官體驗等多元互動方式，提供兒童觀眾認識南門
園區動、植物生態的親子空間，並以 3D 藝術畫作營造樟樹王國的空間氛圍，
同時介紹樟樹的植物生態、充滿樟樹香氣的昆蟲子民及樟樹王國的動物朋友
們，帶領觀眾認識南門園區的生態多樣性，進一步瞭解人與大地環境的關係。
＊參觀本展區請預先報名，開放場次詳見官網。

憑108年門票，在109年1月31日前均可用
■憑臺博館門票，可以免費參觀黃金博物館本山五坑一次。
■黃金博物館本山五坑體驗票（或悠遊卡繳費電子收據），可免費至
臺博各館參觀（每票根/收據限享臺博各館優惠乙次，電子收據以所
註人數為限）

臺博館南門園區｜呦呦．荷造場 YUYU ART CAFÉ

臺博館土銀展示館｜恐龍餐廳 Dinosaur Restaurant

營業時間：上午10點至晚上9點（週一休館）
電話：(02)2396-5099

營業時間：上午9點30分至下午6點（週一休館）
電話：(02)2382-5665轉31

FB 呦呦荷造場

FB 恐龍餐廳

臺博館說明員

鐵道部廳舍入口集合→鐵道部園區
周邊導覽→活動結束就地解散

Museum
Multilingual
Tour

時間 Time

日期 Date

中文

10:30、14:30

開館各日

English

14:00、15:00

Every Sunday

한국어

13:00、14:00

Mar. 2

14:30、15:30

Mar. 10、17
Mar. 24、31

地點 Location
臺博各館
The Main
Building
(2, Xiang Yang
Rd., Taipei)

「發現臺灣」常設展臺語導覽

博物館尋寶記
由本館資深志工老師帶領主題課
程，鎖定國小以上學童與親子觀
眾，以觀察、遊戲演示實務觸摸
等感官方式，帶領小朋友暢遊自
然環境與人文歷史。 ■3/31(日)
14:00、15:30 ■本館3樓視聽教室 ■
免費，當日先至服務臺購買門票及登
記場次 ■對象：建議國小以上學童、
親子觀眾參加 ■聯絡人：教育推廣組
陳貞融 分機410

Date

Time

3/1(五)
3/3(日)
3/7(四)
3/13(三)

15:00
10:30
15:00
14:00

Date
3/22(五)
3/24(日)
3/31(日)

Time
14:00
11:00
11:00

English Guided Tour of the Permanent
Exhibition “Discovering Taiwan”

擾動的心靈
談陳仁和的地域性
表現主義

優惠四【臺博館X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

導覽路線

■時間：約1小時■當日提前於臺博本館服務臺
登記■聯絡人：教育推廣組 呂錦瀚 分機467

時間

憑臺博館付費門票到二二八紀念館購票享免票優惠；憑二二八紀念館
門票享臺博館半票入館優惠。

10:00
、
15:00

Tiếng Việt

館際票務合作優惠
日期

3/24(日)

Bahasa Indonesia

11:10

3/24(日)

主講人

語言 Language

對象

10:00

3/10(日)

時間

■Same-day registration當日現場登記
■For Multilingual tour info, call
02-2382-2699 ext. 466, 462.

鯨豚平台 ■免費，當日先至服務臺購買門票及登記
場次(活動30分鐘前開放報名) ■聯絡人：教育推廣
組 呂錦瀚 分機467

時間

日期

定時導覽 Regular Tour

地球有許多動植物與我們一起共生共存，一
起來輕鬆認識與探索地球古今代表物種。透
過互動故事、化石觸摸體驗，了解化石如何
形成、如何進到博物館展示，以及如何透過
化石證據推測恐龍當時的生活。■土銀展示館

日期

彎腰耕耘是農夫面對作物、天與地的謙
卑，小農夥伴帶來許多美好的農作收成，
以及農田生態發展的務實行動，來與關心
食物與土地的你分享。■3/17(日)10:00-17:00■南門園區廣場

Children’s Corner of Nanmen Park: Sleeping King of Camphor Trees

於紅樓服務大廳、小白宮及行政大樓展示走廊中介紹園區內各古蹟及遺構之建築特色及修復原則、工法與過程，展
示修復過程中被細心清理保存的構件；並以「化身匠師守護古蹟」的互動遊戲，讓觀眾體驗匠師們在修復過程中的
工作內容，更有散落於園區內各處的現地展示，讓觀眾能在實際的歷史場域中聆聽古蹟訴說的故事。

博物館於2018年運用數位科技，結合動畫、影像辨識技術等，規劃
了一場「回到過去」的冒險之旅，邀請國小親子觀眾體驗科技時光
機，探索地球的奧秘。■土銀展示館鯨豚平台 ■免費，需購票入館 ■網路

彎腰農夫市集

南門童話 －沉睡的老樟樹國王兒童探索室

古蹟修復常設展 Permanent Exhibition of Historical Building Restoration

鐵道部園區周邊導覽

3/30(六)10:00-17:00 ■南門園區廣場

環境議思講堂
迎春納「蝠」－蝙蝠

■網路報名 ■聯絡人：教育推廣組 陳信鈞 分機417

百煉芬芳 －樟腦產業及南門工場常設展

Weekend 移動的博物館

日期

講者

【專家導覽】昆蟲與植物
愛戀變奏曲特展

地球危機時空旅人【體驗試玩場】

報名、現場報名(活動前30分鐘受理) ■聯絡人：教育推廣組 陳昱卉 分機469

講題

導覽服務

■Duration: 40 mins-1hour ■ Same-day Registration at the
Information Center of Main Building當日提前於臺博本館服務臺登記 ■
Call 02-2382-2699 ext. 467 Mr. Lu呂錦瀚
Date

Time

Date

Time

23 Mar.
26 Mar.

10:00
15:00

28 Mar.

15:00

Blast to the Past:
Walking Tour of Old Taipei (in English)
A comprehensive city walking tour that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history of Taipei’s old walled city. The
tour covers the modernization of Taiwan,
the 228 Incident and the background of
century old Western architectures in the
district.■23 March, Sat., 9:30■Assembly:
Beimen Post Office (120, Sec.1, Zhong
Xiao W. Rd.) ■Fee: NT$50 Regular, NT$25
Discount (Transportation cost not included)
■More info: facebook.com/NTMtour/, Call
02-2382-2699 ext. 466 Ms. F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