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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寒假閱讀學習護照 

有效日期：2018 年 1 月 25 日至 2 月 14 日 

我的姓名：                           

就讀學校：                           

年級：         年         班 

發照單位：                          圖書館/學校 

完成學習護照後，請帶著借閱證到此證所屬的圖書館蓋章認證。 

 

 

借閱證號：                          

 

 

 

 

  

圖書館認證章 
認證章蓋章處： 

好康專區 
2/6-2/11 到台北國際書展 
逛一逛，還有機會獲得精美 
小禮物喔！ 

書展獎勵品 
認證章 

適用 

臺北市立圖書館、 

新北市立圖書館、 

基隆市立圖書館、 

國立臺灣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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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辦法 

 親愛的小朋友，這本閱讀學習護照裡有許多關於 2018 台北國際

書展主題國「以色列」的精彩介紹喔！我們準備了一些有趣的問

題等你來挑戰，請多多利用圖書館的圖書、電子資源找出解答，

當然也可以使用網際網路幫助你找到答案。 

 完成護照裡所有的學習單元後，就可以到圖書館服務臺請館員幫

你蓋上認證章戳，再憑此圖書館所屬的借閱證領取獎勵品。另外

也千萬不要錯過圖書館舉辦的寒假閱讀節系列活動喔！（詳細活

動資訊請看 10-14 頁）。 

 如果你還沒有圖書館的借閱證，只要帶著你的戶口名簿

到領取寒假閱讀護照的圖書館，就可以辦理了。 

 完成認證的獎勵依各圖書館有所不同，可以先詢問各辦

理單位喔！ 

 本閱讀學習護照適用年齡為國小中高年級，低年級請由家長陪同

閱讀完成。 

 寒假除了可以待在圖書館，更別錯過在 2 月 6 日至 2 月 11 日逛

逛台北國際書展。在這段期間到台北世貿展覽館三館服務台，即

可憑這本學習護照兌換精美紀念品 1 份，每人限領 1 份。數量有

限，送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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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以色列 

巴比倫在公元前 586 年征服了「猶大國」，自此兩千多年的時

間猶太人在異族統治下不斷遭受迫害與歧視。於是在十九世紀末發起

猶太復國主義運動，號召散落在各地的猶太人回到以色列這塊故土，

建立屬於自己的國家。 

□1911 年  □1932 年  □1938 年  □1948 年 

 

 

  以色列國旗的顏色是傳統猶太人祈禱時所用的披肩顏色，中央的

圖案是大衛王盾牌標誌，被稱為「大衛之星」。大衛王是西元前十世

紀的以色列國王，因當時國力強盛，將國王盾牌放在國旗上，有祈求

大衛王保佑以色列國泰民安之意。 

  

一、以色列於西元幾年建國? 

口 1911 年  口 1932 年  口 1938 年  口 1948 年 

二、以下哪個是以色列國旗呢? 

口 A:           口 B:  

口 C:          口 D:  

資料來源：大英百科全書 https://www.britannica.com/ 

          中華民國外交部 https://www.mofa.gov.tw/Defaul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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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以色列 

以色列位於西亞，西邊與地中海相連，

南端觸及紅海，國境緊臨黎巴嫩、敘利亞、

約旦、埃及等國，地處歐洲、亞洲和非洲

的樞紐地帶。 

 

 

 

 

 

 

以色列國土南北長 470 公里，東西最寬處 135 公里，呈現又窄

又長的形狀，具有沙漠和高原等各種地形。 

 

 

 

 

小知識！臺灣國土面積為 3 萬 6,193 平方公里，大約是以色列國土面

積的 1.63 倍喔！ 

三、你知道以色列位於地圖上的 

哪個區域嗎? 

口 A  口 B  口 C  口 D 

四、以色列國土面積大約是多少平方公里呢? 

口 10,550  口 22,072  口 40,550  口 80,550  (平方公里) 

資料來源：以色列旅遊局 http://www.goisrae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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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許之地：以色列  

 

巴比倫猶太法典的祝禱文寫道：「世界若有十分美麗，九分留在

耶路撒冷。」 

西牆（Western Wall）位在耶路撒冷的舊城區，是公元前 19

年由希律王所擴大建造第二聖殿的基座擋土牆。在公元 70 年猶太羅

馬戰爭期間，羅馬軍隊攻進耶路撒冷的時候，整個聖殿幾乎被毀壞殆

盡，僅剩下這面位於西邊的牆。 

據說當第二聖殿被焚毀時，有六位天使坐在聖殿的這面西牆上哭

泣，祂們的淚水將其石縫沾粘住，因此西牆十分堅固聳立，永遠不倒。 

猶太教安息日，西牆會湧入大批民眾來祈禱或表示哀悼。並把祈

禱文字書寫於紙條上，塞進石縫中，以求神的庇佑。 

 

 

 

 

五、請問猶太民族的祈禱聖地西牆是第幾聖殿遺址? 

口第一聖殿  口第二聖殿  口第三聖殿  口第四聖殿 

資料來源：中東的美麗與哀愁 作者：蔡晉甄 北市圖索書號：735.09 4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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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許之地：以色列 

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是位於地中海與死海之間的城市，此

地更是三大宗教的聖地，因此中世紀的地圖，將耶路撒冷城繪製成世

界的中心。 

 

 

 

 

小提示：右圖分別為三大亞伯拉罕諸教所代表圖示。 

以色列人大多是由歐洲各地移民而來，人們除了使用官方語言外，

還會以俄語、英語、西班牙語來交談，是個使用多種語言的國家。 

 

 

 

 

小提示：以色列有兩種官方語言，一是猶太聖經撰寫所用的語言(右 

       圖上)，另一個則是與周遭國家使用的語言相同(右圖下)。 

 

六、請問耶路撒冷是哪三個宗教的聖地?  

口 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   口 佛教、基督教、猶太教 

口 伊斯蘭教、印度教、猶太教   口 猶太教、基督教、道教 

七、以色列的官方語言是? 

口 希伯來語、阿拉伯語   口 柏柏爾語、阿拉伯語   

口 柏柏爾語、意第緒語   口 希伯來語、摩爾達維亞語 

資料來源： 

1.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 http://embassies.gov.il/taipei 

2.中華民國外交部 https://www.mofa.gov.tw/Defaul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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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不思議 

死海（Dead Sea）位於約旦裂谷，由約旦河注入水源，它是世

界上海拔最低的湖泊。也是世界排名第三的鹹水湖，其含鹽量大約是

一般海水的 8.6 倍，因此死海浮力極大。 

讓死海聲名大噪的原因，除了驚人的浮力外，富含礦物質、硫化

物和無機鹽的底層黑泥更是被視為美容護膚聖品，常在海水中浸泡，

可以治療皮膚病、關節炎等慢性疾病。 

 

 

 

 

 

猶太人的飲食文化是根據舊約聖經而來，將食物分成可食用與不

可食用，這種特有飲食文化稱之為「卡什魯特」。 

 

 

 

 

小提示： 

節錄利未記 「凡蹄分兩瓣、倒嚼的走獸，你們都可以吃。」、 

「凡在水裡無鰭無鱗的，對你們是可憎的。」 

八、請問海拔最低的湖泊死海距離海平面多少公尺? 

口 50 公尺  口-100 公尺  口-429 公尺  口-800 公尺 

資料來源： 

1.認識以色列 作者：馬哈念 北市圖索書號：735.3 7168 

2.線上聖經和合本修訂版 http:// mygoodfriend.net/RCUV_Big5/index.htm 

九、請問猶太人不可以吃下列哪種食物? 

口羊  口牛  口章魚  口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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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文學 

什穆厄爾‧約瑟夫·阿格農 Samuel Josef Agnon（1888-1970

年）是首位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以色列人。其作品深受歐洲各國文學

的薰陶，多以現代希伯來語撰寫。著名作品有：訂婚記、婚禮的華蓋、

一個簡單的故事、語古南伊和譯伊等。 

 

 

 

 

 

阿摩司•奧茲 Amos Oz 是近年來諾貝爾文學獎呼聲最高的以色

列作家，在國際文壇獲獎無數。 

 
 

 

 

 

 

 

 

 

找找看：以上四個選項都是阿摩司•奧茲(Amos Oz)的文學作品， 

        小朋友可以找來閱讀，感受以色列作家的文字魅力。 
 

十、你知道什穆厄爾·約瑟夫·阿格農（Samuel Josef Agnon）在 

哪一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嗎? 

口 1966 年   口 1970 年   口 1975 年   口 1977 年 

十一、阿摩司•奧茲（Amos Oz）的自傳體小說，於 2015 年被拍攝 

成同名電影，你知道是哪一部嗎？ 

口鄉村生活圖景      口我的米海爾 

口地下室的黑豹      口愛與黑暗的故事 

參考資料：  

1. 台北國際書展基金會 http://www.tibe.org.tw/tw/news_detail/10/207 

2. 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 http://embassies.gov.il/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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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國際書展學習專區 

「2018 寒假閱讀節」由文化部和圖書館攜手合作，並配合台北國際

書展的主題國進行活動設計，小朋友除了可以在寒假期間參加有趣的

閱讀活動外，記得在完成這本閱讀學習護照後，將護照帶到臺北市、

新北市和基隆市的任一圖書館，以及台北國際書展三館服務台蓋章，

領取精美贈品一份哦！ 

（每人限於圖書館與書展會場各兌換一次） 

 

一、2018 年的台北國際書展是第幾屆呢？ 

  口 第 26 屆    口 第 25 屆   口 第 24 屆   口 第 23 屆 

 

二、2018 年台北國際書展的童書館，在哪個展館舉行？ 

  口 世貿一館    口 世貿三館    口 南港展覽館 

 

三、親愛的小朋友，請你選出最想參觀的 2018 年台北國際書展   

    主題館？ 

 口 以色列主題國館    口 台灣繪本美術館 

 口 書展大賞主題館    口 數位出版主題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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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遊 圖 書 館 

臺北市立圖書館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 125 號    02-2755-2823 

主題展覽 日期 館別 

「閱讀神之國  以色列」主題書展 107/1/25(四)－2/14(三) 總館、分館及民眾閱覽室 

講座 日期 館別 

親子同樂繪－來手作自己的繪本吧！／
凜小花 

107/1/28（日）

13:30-16:30 

總館 2755-2823#2117 
線上報名，限額 30組親子 

（107/01/03 開始報名） 

小偵探大秘寶－以色列尋寶記／ 

黑皮老師 

107/2/03（日）

14:00-16:00 

親子美育數位圖書館 2651-8163 
須事先報名，限額 10組親子 
（107/01/19 開始報名） 

以色列聖地巡禮／陳舜儀 
107/2/04（日）

14:00-16:00 

長安分館 2562-5540 
須事先報名，限額 30名，一般民眾

（107/01/10 開始報名） 

臺北城的前世今生／莊永明 
107/2/11（日）

09:30-11:30 

建成分館 2558-2320 
須事先報名，限額 30名，一般民眾 
（107/01/20 開始報名） 

走讀以色列－從 “屋頂上的提琴手”看

猶太民族的傳統與家庭教育／高緯玲 

107/2/11（日）

14:00-16:00 
王貫英先生紀念館 2367-8734 
不須事先報名 

電影欣賞 日期 館別 

埃及王子 
（片長 99分鐘／普遍級） 

107/1/28（日） 
14:00 開始 

大同分館 2594-3236 妮娜之家 
（片長 106 分鐘／普遍級） 

107/2/04（日） 
14:00 開始 

黎巴嫩 
（片長 89分鐘／輔導級） 

107/2/11（日） 
14:00 開始 

逃出集中營（Nicky's Family）  
（片長 97分鐘／普遍級） 

107/2/06（二） 
14:30 開始 

總館 2755-2823#2802 
（憑票入場，請於活動當日開館後
至總館 8 樓櫃臺出示借閱證等相關

證件劃位及領取當日號碼牌。） 

穿條紋衣的男孩 
（The Boy in the Striped Pyjamas） 

（片長 94分鐘／保護級） 

107/2/07（三） 

14:30 開始 

非關命運（Fateless）  
（片長 135 分鐘／輔導級） 

107/2/08（四） 
14:30 開始 

戰地琴人 （The Pianist）  
（片長 149 分鐘／輔導級） 

107/2/09（五） 
14:30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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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圖書館      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 139 號    02-2953-7868 

主題書展 展期 展覽館別 

「漫讀以色列-探訪神秘中東」系列書展 107/1/29(一)－2/27(二) 總館及各分館 

寒假兒童閱讀推薦好書展 107/1/29(一)－2/27(二) 總館及各分館 

 

主題講座 日期 地點 報名方式 

低碳‧責任‧旅遊趣～ 

從玩樂中體驗生態智慧 
107/1/23(二)14:00-17:00 總館 2953-7868 自由入座 

在 33個夢想地方打卡～ 

用旅行驅動人生夢想 
107/2/04(日)14:00-16:00 淡水分館 2622-4664 自由入座 

樂齡桌遊防失智講座 107/2/06(二)14:00-16:00 新店分館 2918-3181 電話報名 

用旅行驅動人生夢想 

－以色列之旅 
107/2/10(六)14:00-16:00 中和分館 2949-2767 自由入座 

 

研習課程 日期 地點 報名方式 

親子桌遊─拉密體驗 
107/1/27(六) 

10:00-12:00、14:00-16:00 
青少年分館 

網路報名，限雙數人數

（2-4 人）報名參加。 

English 會話閱讀 
107/1/29(一)－2/27(二) 

14:00-16:00 
貢寮分館 

臨櫃、電話報名

2490-3203 
寒假手繪本研習班 

－探訪神祕中東 

107/1/30(二)－2/02(五) 
14:00-17:00 

板橋四維分館 網路報名 

小書製作 107/2/03(六)10:00-12:00 瑞芳分館 電話報名 24972980#13 

桌遊分享日：拉密 107/2/10(六)14:00-16:00 新莊聯合分館 電話報名 8992-4732 

說故事活動 日期 地點 報名方式 

黑鉛筆和紅鉛筆 
107/1/31( ) 14:00-16:00 新莊裕民分館 電話報名 2901-9047 

107/2/11(日) 14:30-15:00 汐止大同分館 自由入座 

心跳的聲音：怦！怦！怦！ 107/2/02(五) 14:00-16:00 新莊裕民分館 電話報名 2901-9047 

四隻腳，兩隻鞋 107/2/03(六) 14:30-15:00 板橋四維分館 自由入座 

Joseph had a little 

overcoat 
107/2/03(六) 15:00-15:30 板橋四維分館 自由入座 

破襪子花拉 107/2/03(六) 14:30-15:30 板橋分館 自由入座 

路的旅行 

107/2/03(六) 14:00-15:00 金山分館 自由入座 

107/2/10(六) 14:00-15:00 萬里分館 自由入座 

107/2/24(六) 10:30-11:00 汐止分館 自由入座 

鴨子的假期 107/2/03(六) 14:00-15:00 總館 自由入座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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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07(三) 14:00-15:00 中和分館 自由入座 

107/2/08(四) 13:00-14:00 石門分館 自由入座 

107/2/14(三) 14:00-15:00 永和保生分館 自由入座 

吃星星的大黑貓 107/2/06(二) 14:00-16:00 新莊中港分館 電話報名 2991-2053 

繪本班－大衛之星 107/2/07(三) 14:00-15:30 
新店北新圖書 

閱覽室 
自由入座 

好心的國王：兒童權利之父 

－柯札克的故事 

107/2/07(三) 14:30-15:00 板橋四維分館 自由入座 

107/2/10(六) 13:30-14:30 
蘆洲兒童 

親子分館 
自由入座 

快!是什麼意思 107/2/09(五) 14:00-16:00 新莊中港分館 電話報名 2991-2053 
請不要忘記那些孩子 107/2/10(六) 14:30-15:00 板橋四維分館 自由入座 

家家和陽光 
107/2/10(六) 14:00-15:00 三芝分館 自由入座 

107/2/10(六) 15:00-15:30 板橋四維分館 自由入座 

以色列尋寶記 107/2/10(六) 14:00-15:00 淡水竹圍分館 自由入座 

大衛之星 107/2/10(六) 14:00-15:00 淡水水碓分館 自由入座 

繪本班－好心的國王 107/2/14(三) 14:00-15:30 
新店北新圖書 

閱覽室 
自由入座 

小紅球流浪去 107/2/24(六) 13:00-14:00 
蘆洲集賢分館 

藝文中心 
自由入座 

多娜和綠色的鳥 107/2/25(日) 14:30-15:00 汐止大同分館 自由入座 

電影賞析 日期 地點 報名方式 

逆風飛翔 107/1/31(三) 14:00 起 三峽分館 電話報名 2673-5234 

電影狂人夢 

107/2/03(五) 14:00 起 三重東區分館 自由入座 

107/2/03(五) 14:00 起 淡水分館 自由入座 

107/2/04(六) 14:00 起 金山分館 自由入座 

被遺忘在加薩走廊的少女 107/2/03(五) 14:00 起 新莊中港分館 自由入座 

穿條紋衣的男孩 107/2/10(六) 14:00 起 新莊中港分館 自由入座 

人命派遣經理 107/2/04(六) 14:00 起 三重分館 自由入座 

 

陪讀活動 日期 地點 報名方式 備註 

「咦？以色列！」 

寒假陪讀活動 

107/1/30(二)－2/02(五) 
14:00-17:00 

板橋分館 
電話報名: 

29664347 
含1小時寫作業 

107/1/30(二)－2/02(五) 
14:00-17:00 

總館 
電話報名： 

29537868 
含1小時寫作業 

107/1/31(三)－2/02(五) 
14:00-17:00 

蘆洲集賢分館 

藝文中心 

電話報名： 

82831792 
#12~13 

含1小時寫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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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讀探索趣」 

寒假陪讀活動 

107/1/29(一)－1/31(三) 
永和親子圖書

閱覽室 

電話報名： 

29290464 
含1小時寫作業 

107/1/30(二)－2/02(五) 
14:00-17:00 

淡水竹圍分館 
電話報名： 

26241469 
含1小時寫作業 

107/1/30(二)－2/02(五) 
14:00-17:00 

汐止分館 
電話報名： 

26415308 
 

107/1/31(三)－2/09(五) 
14:00-17:00 

新莊中港分館 
電話報名： 

29912053 
含1小時寫作業 

「漫讀中東」 

寒假陪讀活動 

107/1/31(三)、2/02(五) 
14:00-17:00 

三重分館 現場報名 含1小時寫作業 

小提燈 DIY 
107/1/31(三) 
14:00-16:00 

平溪分館 
電話報名： 

24952422 
含1小時寫作業 

以色列的貢獻 

－沙漠綠洲 

107/2/01(四)－2/02(五) 
14:00-16:00 

雙溪分館 
電話報名： 

29537868 
含1小時寫作業 

「以色列桌遊-拉密」

寒假陪讀活動 
107/2/02(五)14:00-16:00 

瑞芳東和 

圖書閱覽室 

電話報名： 

24966401 
 

博物館下鄉陪讀～新

北知識文化之旅 

107/1/29(一)－2/02(五) 
10:30-12:00 

萬里分館 

電話報名： 

24924490 
#12 

 

博物館下鄉陪讀～新

北知識文化之旅 

107/1/29(一)－2/02(五) 
14:30-16:00 

三芝分館 

電話報名： 

26362331 
#11 

 

 

基隆市立文化中心圖書館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 181 號   02-2422-4170  

主題展覽 日期 館別 

Openbook 好書獎‧圖書館聯展 106/12/2(六)－107/1/7(日) 基隆市立文化中心開架閱覽室 

講座 日期 館別 / 活動地點 

「玩美基因」－發現新基隆 

主講人：顏艾琳 
107/1/13(六) 14:00-16:00 

基隆市立文化中心 2樓 

第二會議室 

「港町人文漫步」－基隆城市推移 

主講人：李欽賢 
107/1/20(六) 14:00-16:00 

基隆市立文化中心 2樓 

第二會議室 

我們的安樂窩－安樂社區生態環境的

奇與美 

主講人：沈錦豐 基隆野鳥協會理事長 

107/2/21(三) 13:30-15:30 基隆市建德國中 

以色列 vs 基隆一二事 

主講人：沈淑嬿 
107/1/18(四) 10:00-12:00 基隆市七堵國小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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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好食物 

主講人：鄭順聰 
107/2/22(四) 10:00-12:00 基隆市碇內國中圖書館 

城市在閱讀：話我家鄉 

主講人：潘麗琦 
107/1/19(五) 08:40-11:40 基隆市港西小學 

城市在閱讀 

主講人：李奇鴻 
107/1/15(一) 09:00-11:00 基隆市成功國小 船型會議室 

創意之前，創作之後 

主講人：李如青 
107/1/23(二) 10:15-11:50 

基隆市中正國中  

正德樓一樓中庭 

城市在閱讀 

主講人：李正仁 
107/1/11(四) 09:30-12:10 基隆市安樂區公所禮堂 

再「tsáu」基隆風華－城市走讀 

主講人：馬繼康 
107/1/22(一) 13:00-15:40 

基隆車站、劉銘傳隧道、 

獅球嶺、獅球嶺隧道 

國立臺灣圖書館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 85 號    02-2926-6888 

主題講座 日期 地點 

「法律與慈悲」 

服務利他型塑饒益性思惟的社會文化 

羅榮乾 主講(現任法務部保護司司長) 

107/1/12(五) 
14:00-16:00 

4 樓 4045 教室 

臺灣囡仔－把智慧找回來 

楊宗勳 主講(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生物技術暨資源

學系講師、法務部終身榮譽教誨師) 

107/1/24(三) 
14:00-16:00 

4 樓 4045 教室 

與作家有約《知心》 

魏崢醫師 主講(振興醫院心臟醫學中心主任) 

107/2/03(六) 
10:00-12:00 

B1 演藝廳 

終身瘦用 211 全平衡瘦身法 

宋晏仁 主講 

(台北榮總家醫部特約主治醫師) 

107/3/23(五) 
14:00-16:00 

4 樓 4045 教室 

主題書展 日期 地點 

臺灣百閱 107/1/02(二)－2/04(日) 3 樓新書展示區 

「一樣？不一樣!」 

中日外文翻譯繪本書展 
107/1/02(二)－2/27(二) 親子資料中心 2樓 

戲劇活動 日期 地點 

奇幻精靈劇場－《搶救精靈王國大冒險》 107/2/24(六) 11:00 開始 B1 樂學室 

主題電影院 日期 地點 

白色榮光 107/2/01(四) 1 樓簡報室 

臺北星期天 107/2/08(四) 1 樓簡報室 

白日夢冒險王 107/2/22(四) 1 樓簡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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