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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寒假閱讀學習護照 

有效日期：2019 年 1 月 19 日至 2 月 17 日 

我的姓名：                      

就讀學校：                      

年級：      年      班 

發照單位：           圖書館/學校 

完成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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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2/17 到台北國際書展逛逛 

，還有機會獲得驚喜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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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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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辦法 

 親愛的小朋友，今年書展的主題國是「德國」，

我們準備了一些有趣的問題等你來挑戰，請

多多利用圖書館或網路資源找出解答。 

 完成謢照內所有題目後，就可以到圖書館請

館員幫你蓋上認證章，再憑借閱證領取獎勵

品。也千萬不要錯過圖書館的寒假閱讀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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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假除了可以待在圖書館，更別錯過 2 月 12

日至 17 日的台北國際書展。在這段期間到台

北世貿展覽館三館服務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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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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通稱，位在歐

洲中心，人口約 8,000 多萬，國土面積約 35.7 萬平

方公里，西部的氣候為冬暖夏涼的海洋性氣候，

東部則是冬冷夏熱的大陸性氣候。  

 

 

  

  

資料來源：《一本世界通：05 德國篇》 作者：李偉  

（請掃描 QR Code，登入北市圖借閱證帳號密碼後閱讀） 

一、請問下列哪一組德國的「國旗、國花和

國慶日」組合完全正確？ 

口 A:           

口 B:   

口 C:   

口 D:   

認識德國 

10/3 
矢車菊 

薰衣草 

薰衣草 

繡球花 

1/1 

10/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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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位於歐洲中部，與許多國家比鄰而居，

是東西歐和南北歐之間的交通樞紐，地理位置

及強大的政經實力讓德國擁有「歐洲走廊」和

「歐洲心臟」的稱號。 

 

 

 

 

 

德國的地形複雜多樣，包含山巒、丘陵、山地、

平原和湖泊等等，南部是阿爾卑斯山區，北部

是低地，整體地勢南高北低。 

 

 

 

  

 

二、德國周圍有９個鄰近國家，請問下列哪一個

國家不是德國的鄰居？ 

口 A：丹麥      口 B：盧森堡 

口 C：瑞士      口 D：瑞典 

三、請問下列哪一條是德國境內最長的河流？ 

口 A：易北河     口 B：內卡河   

口 C：萊茵河     口 D：多瑙河 

資料來源：駐德國臺北代表處網站：https://www.roc-taiwan.org/de/ 

認識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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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歷史 

  「歷史可以原諒，但不能被遺忘」 

  1970 年的冬天，波蘭華沙的猶太人起

義紀念碑前，當時擔任西德總理的威利‧

布蘭特在獻花時，神色凝重並長跪不起，

代表德國及人民對納粹犯下的罪行道歉，

史稱「華沙之跪」。「華沙之跪」不僅感

動波蘭人民，也讓全世界看到德國改過

自新、承擔歷史責任的一面，此舉讓布蘭

特在 1971 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希特勒的種族淨化政策，導致一千

多萬猶太人和非猶太人遇害，後來的德

國政府和多數人民並沒有選擇掩蓋這段

暴行，反而以嚴肅、坦誠和積極的心態面

對歷史、誠心道歉，謹記歷史教訓，不再

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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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歷史 

 

 

 

 

 

小提示：根據德國《刑法典》第 86 條：「除藝術、

科學、研究、教學外，禁止以任何形式使用、分

發納粹等違憲組織的標誌，包含口號和問候禮」 

 

 

 

 

 

四、下列哪一項舉動，在德國屬於違法行為？  

口Ａ：在相關歷史紀錄片中展示納粹萬字旗 

口Ｂ：到圖書館借閱希特勒的自傳《我的奮鬥》 

口Ｃ：拍照時候比出納粹敬禮的姿勢  

口 D：推薦朋友一部關於二戰主題的小說  

五、小說雖然是虛構的，卻擁有反映和震撼現實

的強大力量。請問下列哪一部不是以「納粹

德國」為主題或背景的小說？ 

口 A：《偷書賊》        口 B：《口琴使者》   

口 C：《穿條紋衣的男孩》  口 D：《燦爛千陽》 

資料來源： 

一本書讀懂德國史 作者：劉觀其 北市圖索書號：743.1 7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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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德國 

  「德國是詩人與思想家的國度」，作家斯塔

爾夫人曾如此稱讚德國。德國不僅擁有繁榮的

經濟和強盛的工業，在藝術、文學、科學及哲學

上也有非凡成就，培育出許多領域的大師，包

含音樂家貝多芬、哲學家康德、科學家愛因斯

坦和大文豪歌德等等。 

 

 

 

 

 

 

 

 

 

 

 

 

六、「與怪物戰鬥的人，應當小心自己不要成為怪

物。當你凝視深淵，深淵也凝視著你。」請問

這段名言來自哪位德國哲學家？ 

口Ａ：叔本華    口Ｂ：班雅明  

口 C：尼采      口 D：黑格爾 

資料來源： 

一本書讀完德國歷史 作者：邢豔 北市圖索書號：743.1 1724 

七、古典音樂歷史中的「三 B」是指三位古典時

期的德國作曲家，包含巴哈、布拉姆斯和哪一

位作曲家呢？ 

口 A：班達  口 B：貝多芬  口 C：拜厄  口 D：巴吉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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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話德國 

  各位小朋友熟悉的童話故事，例如白雪公主、

灰姑娘和睡美人等等，好多都是出自格林兄弟

的《兒童與家庭童話集》，也就是和《安徒生童

話》、《一千零一夜》並列為「世界童話三大寶庫」

的《格林童話》。雖然格林兄弟並非故事的原創

者，但正因為有他們負責蒐集、整理和出版散

落四處的民間故事，時至今日我們仍能讀到這

些精彩的童話故事，並感受故事中勇敢善良的

力量。 

 

 

 

 

 
 

 

 

 

小提示：德國童話大道南起於格林兄弟出

生的城市，也有「格林兄弟之城」的稱呼。 

參考資料：  

1. 格林童話：故事大師普曼獻給大人與孩子的 53 篇雋永童話 

作者：菲力普.普曼；翻譯：柯惠琮 北市圖索書號：875.59 4468 8016  

2. 最勇敢的格林童話:奇異的旅程 

作者：格林兄弟著；插畫：川貝母插畫；翻譯：李建興 北市圖索書號：875.59 4468 

八、為紀念格林兄弟誕辰 200 年，1975 年，德國

政府打造一條「德國童話大道」，沿途經過

格林兄弟生平經歷和童話故事發生的地

點。請問這一條童話大道的起點位在德國

境內的哪一座城市？ 

口 A：漢堡 口 B：哈瑙 口 C：索林根 口 D：柏林 

18C17P0334.00T.indd   9 2018/12/19   上午6:51



9 
   

台北國際書展學習專區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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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或基隆市的任一圖

書館，以及台北國際書展三館服務臺蓋章，領

取精美贈品一份！（每人限於圖書館與書展會

場各兌換一次） 

一、2019 年的台北國際書展是第幾屆呢？ 

口 第 27 屆    口 第 26 屆    口 第 25 屆 

二、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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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台北國際書展主題館？ 

口 德國主題國館 口書展大賞館 口幻境漫遊_CCC

創作集數位體驗館 口數位主題館 口 那 30

主題館 口優良讀物主題館  好康通報：2/12-2/17 還可

以帶著護照到台北國際

書展闖關喔！ 
Gute Nachrichten 

好消息 

台灣波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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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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好德意」主題書展  108/01/19（五）─ 2/17（日） 總館、分館及民眾閱覽室 

講座 日期 館別 

和風一起說故事─旋轉小書製作／貓小

小 
108/01/19（六）14:00-16:00 

總館2755-2823#2117／線上報名／限額

30 組親子（108/01/08 9:00 開始報名） 

德國異鄉人─旅行 42 天，走訪 21個城市

的各國移民／陳舜儀 
108/01/20（日）14:00-16:00 

長安分館 2562-5540／須事先電話或現

場報名／限額 30名，一般民眾

（108/01/ 開放報名） 

當故事遇上桌遊─桌遊體驗暨童話書展

／鄧昭怡 
108/01/23（三）14:00-16:00 

力行分館 8661-2196／須事先電話或現

場報名／限額 30名 6-12 歲小朋友，備

取 5人（108/01/02 開放報名） 

城市在閱讀─台灣生態尋寶趣導讀及創

作／許增巧 
108/01/26（六）10:00-12:00 

石牌分館 2823-9634／須事先電話或現

場報名／限額 15組親子（107/12/26 開

放報名） 

德國私房景點尋旅：那些不思議的德國小

鎮／王惠美 
108/01/26（六）14:00-16:00 

天母分館 2873-6203／限額 30 名，一般

民眾（即日起開放報名） 

哼著旅行的曲，在南日耳曼／葉育青 108/02/16（六）10:00-12:00 

景新分館 2933-1244／線上或現場報名

／限額 30名，一般民眾（108/01/19 開

放現場報名；02/10 開放線上報名） 

小小書蟲，閱讀城市／姚伯勳 108/02/17（日）14:00-16:00 

親子美育數位圖書館 2651-8163／線上

或電話報名／限額 15 位孩童及其陪同

家長（108/01/17 開始報名） 

舊城回憶：從臺北開發史看艋舺／莊永明 108/02/17（日）14:00-16:00 

建成分館 2558-2320／須事先電話或現

場報名／限額 30名，一般民眾

（108/01/21 開放報名） 

電影欣賞 日期 館別 

再見柏林圍牆（片長 95分鐘／輔導級） 108/01/20（日）14:00 開始 

大同分館 2594-3236 

剪貼簿的秘密：逃出集中營（片長 106 分

鐘／普遍級） 
108/01/27（日）14:00 開始 

安妮的日記（片長 164 分鐘／輔導級） 108/02/03（日）14:00 開始 

親愛的德國醫生（片長 94 分鐘／保護級） 108/02/10（日）14:00 開始 

魔髮奇緣（片長 100 分鐘／普遍級） 108/01/25（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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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貓劍客（片長 90 分鐘／普遍級） 108/01/26（六）14:30 開始 

琴戀克拉拉（片長 104 分鐘／保護級） 108/02/02（六）14:30 開始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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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賞析 日期 館別 

奇思‧妙想‧談電影：迪士尼公主系列動

畫音樂賞析／吳怡真 
108/01/27（日）14:00-16:00 

總館 2755-2823#2117、3393-9798 

須事先線上或電話報名（即日起開放報

名） 

林老師說故事「童話黑森林」 
01/19-02/17 

總館、分館及龍華民眾閱覽室 
各館林老師說故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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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嚴選」寒假兒童好書展 108/1/21(一)-2/26(二) 總館及各分館 

「德國格林童話之旅」主題書展 108/1/21(一)-2/26(二) 總館及各分館 

 

主題講座 日期 地點 報名方式 

「波隆納 30」行動書車快閃講座 
107/12/15(六)、12/29(六)、

108/1/12(六)、1/26(六) 15:00-16:00 
總館 自由入座 

酒瓶裡的風景-漫步德國葡萄酒鄉/許峻瑋 108/1/26(六) 14:00-16:00 八里分館 自由入座 

時間的軌跡-德國工藝、園藝與磁器 108/1/26(六) 14:00-16:00 瑞芳分館 電話報名 

德國美食遊：德國旅行必食的 12 種美食/李明蒨 108/2/16(六)14:00-16:00 中和分館 自由入座 

跟著巧克力去旅行/邱紹民 108/2/16(六) 14:00-16:00 淡水分館 自由入座 

歐洲旅遊-用相片說故事」 108/2/23(六)10:00-12:00 深坑分館 電話報名 

揭秘德國獨一無二的世界遺產 108/2/16(六) 14:00-16:00 新店分館 自由入座 

 

研習課程 日期 地點 報名方式 

迎春接福來圖書館 108/1/19(六)09:30-11:30 五股成功分館 須事先臨櫃報名 

寒假手繪本研習班-經典德國童話書 108/1/22(二)-1/25(五)14:00-17:00 板橋四維分館 須事先網路報名 

年俗藝術-剪紙迎春 108/1/26(六)10:00-12:00 雙溪分館 
須事先臨櫃或電

話報名 

德國童話蝶谷巴特閱讀書袋 108/1/28(一)14:00-16:00 鶯歌分館 須事先臨櫃報名 

說故事活動 日期 地點 報名方式 

國王的棋盤 108/1/26(六)14:30-15:00 板橋四維分館 自由入座 

傻瓜王國的聰明皇后 108/1/26(六)14:00-15:00 蘆洲永平分館 自由入座 

不會寫字的獅子 108/1/26(六)14:00-15:00 泰山親子分館 自由入座 

親愛的奶奶 108/1/26(六)14:00-15:00 淡水竹圍分館 自由入座 

漁夫和他的妻子 108/1/26(六)14:00-15:00 淡水水碓分館 自由入座 

當我們同在一起 108/1/26(六)10:30-11:00 汐止分館 自由入座 

彩虹故事屋~小雪人賣冰淇淋 108/1/26(六)14:00-15:00 三芝分館 自由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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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remen Town Musicians 
108/1/26(六)15:00-15:30 板橋分館 自由入座 

108/1/27(日)14:00-14:30 江子翠分館 自由入座 

通通是我的 
108/1/26(六)13:00-14:00 蘆洲集賢分館 自由入座 

108/1/27(日)10:00-11:00 瑞芳分館 自由入座 

想生金蛋的母雞 108/1/27(日)14:00-15:00 泰山親子分館 自由入座 

黑夜黑夜不要來 108/1/27(日)14:00-15:00 汐止大同分館 自由入座 

青蛙王子 108/1/30(三)14:30-15:30 板橋民生 自由入座 

「德國童書繪本」故事屋 108/2/2(六)14:00-15:00 林口分館 自由入座 

彩虹故事屋~格林童話之旅 108/2/2(六)14:00-15:00 萬里分館 自由入座 

德國主題說故事 

108/2/2(六)10:30-12:00 土城分館 

自由入座 
108/2/16(六)10:30-12:00 

土城清水 

閱覽室 

108/2/23(六)10:30-12:00 
土城柑林埤 

閱覽室 

彩虹故事屋-德國童話之旅 
108/2/02(六)、2/09(六)、 

2/16(六)、2/23(六)14:00-15:00 

三重分館 

自由入座 

三重田中分館 

三重崇德分館 

三重南區分館 

三重培德分館 

德國彩虹故事屋 108/2/13(三)14:00-15:00 
新店北新 

閱覽室 
自由入座 

金鳥 108/2/16(六)14:00-15:00 五股成功分館 自由入座 

彩虹故事屋~木偶奇遇記 108/2/16(六) 14:00-15:00 金山分館 自由入座 

彩虹故事屋~穿長靴的貓 108/2/23(六) 14:00-15:00 金山分館 自由入座 

彩虹故事屋~紡金線的女孩 108/2/20(三)13:00-14:00 石門分館 自由入座 

電影賞析 日期 地點 報名方式 

「德國電影之旅」主題影展 108/1/26、2/2(六)15:00 起 林口分館 自由入座 

萌牛費迪南 108/1/26(六) 15:00 起 五股成功分館 自由入座 

電影德國週 
108/1/26(六)、1/27(日)、2/02(六)、

2/03(日)、2/09(六)、2/10(日)14:00 起 
三重分館 自由入座 

湯姆歷險記 108/2/2(六) 14:00 起 蘆洲集賢分館 自由入座 

電影視界：鞋貓劍客 108/2/2(六) 14:00 起 泰山分館 自由入座 

電影爆米花~魔鏡魔鏡 108/2/3(日) 14:00 起 
萬里分館閱覽

室 
自由入座 

電影爆米花~黑魔女-沉睡魔咒 108/2/3(日) 14:00 起 石門分館 自由入座 

電影視界：美女與野獸─貝兒的心願 108/2/3(日) 14:00 起 泰山分館 自由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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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德國 108/2/3(日) 14:00 起 淡水分館 自由入座 

丈量世界 
108/2/3(日) 14:00 起 三芝分館 自由入座 

108/2/12(二) 14:00 起 新店分館 自由入座 

電影爆米花~魔髮奇緣 108/2/10(日) 14:00 起 金山分館 自由入座 

「德國兒童電影」影展 108/2/24(日) 14:00 起 三重東區分館 自由入座 

電影爆米花~美女與野獸 108/2/24(日) 14:00 起 金山分館 自由入座 

 

陪讀活動 日期 地點 報名方式 備註 

「格林童話悅讀趣」 

寒假陪讀活動 

108/1/22(二)-1/25(五) 

108/1/29(二)-2/1(五)14:00-17:00 
總館 電話報名 含1小時寫作業 

「德國繪本森林」 108/1/22(二)-1/25(五) 板橋分館 電話報名 含1小時寫作業 

「綿羊 VS 大野狼」 108/1/26(六) 9:30-11:30 五股分館 臨櫃報名  

德國真有趣 108/1/23(三)14:00-17:00 

永和親子 

圖書閱覽室 
事先報名 2929-0464 含1小時寫作業 

德國民謠傳唱 108/1/24(四)14:00-17:00 

格林童話繪本導讀及創意

畫作 
108/1/25(五)14:00-17:00 

「德國繪本森林」 

寒假陪讀活動 
108/1/22(二)-1/25(五)13:30-16:30 蘆洲集賢分館 電話報名 8283-1792 含 1小時寫作業 

「德國繪本森林」 

寒假陪讀活動 
108/1/21(一)-2/1(五)14:00-17:00 泰山分館 電話報名 29091727 含 1小時寫作業 

「德國格林童話」 

寒假陪讀活動 
108/1/22(二)-2/1(五)14:00-17:00 淡水竹圍分館 電話 02-26241469  含 1小時寫作業 

「德國繪本森林」 

寒假陪讀活動 
108/1/22(二)-2/1(五)13:30-16:30 江子翠分館 電話報名 22534412#11 含 1小時寫作業 

當我們童在一起─寒假陪

讀活動 
108/1/22(二)-2/1(五)14:00-17:00 汐止分館 

報名 2641-5308 

#211-214 
含 1小時寫作業 

「闖進童話世界」 

寒假陪讀活動 

108/1/23(三)、1/24(四)、1/25(五) 

14:00-17:00 
坪林分館 電話報名 02-26657499 含 1小時寫作業 

前進童話村-胡桃鉗娃娃黏土 108/1/22(二)14:00-16:00 新莊中港分館 電話報名 02-29912053 含 1小時寫作業 

前進童話村-小紅帽立體卡片 108/1/29(二)14:00-16:00 新莊裕民分館 電話報名 02-29019047 含 1小時寫作業 

前進童話村-糖果屋之愛上繽

紛寶石餅乾 
108/1/23(三)14:00-16:00 新莊中港分館 電話報名 02-29912053 含 1小時寫作業 

走進童話村-勇敢小裁縫之怪

獸識別證 
108/1/30(三)14:00-16:00 新莊裕民分館 電話報名 02-29019047 含 1小時寫作業 

德式桌遊體驗活動 
108/1/24(四)14:00-16:00 新莊中港分館 電話報名 02-29912053 含 1小時寫作業 

108/1/ ( )14:00-16:00 新莊裕民分館 電話報名 02-29019047 含 1小時寫作業 

一起來圖書館寫作文 108/1/21(一)-2/1(五)14:00-16:00 貢寮分館 電話報名 24903203 含 1小時寫作業 

「格林童話嘉年華」寒假 108/1/26(六)10:00-12:00 平溪分館 櫃檯或電話報名  

一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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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讀 24952422 

「漫遊童話之都」 

寒假陪讀活動 

108/1/21(一)-2/1(五)14:00-17:00 三重分館 電話報名 29814887#19 含 1小時寫作業 

108/1/21(一)-2/1(五)14:00-17:00 三重田中分館 電話報名 2971-1633 含 1小時寫作業 

VR 大穿越~經典文學驚異

奇航 

108/1/21(一)、1/23(三)、

1/25(五)9:00-12:00 

萬里分館閱覽

室 
電話報名 24924490#12  

新春開運御守 DIY  108/1/30(三)14:00-16:00 金山分館 電話報名 4984714#201  

課後陪讀~開運小豬撲滿

DIY  

108/1/30(三)13:00-14:00 石門分館 電話報名 26381202#12  

108/2/1(五)14:00-15:00 三芝分館 電話報名 26362331#11  

「闖進童話世界」 

寒假陪讀活動 

108/1/23(三)、1/24(四)、

1/25(五)14:00-17:00 
坪林分館 電話報名 02-26657499 含 1小時寫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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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座 日期 館別 / 活動地點 

基隆海洋文學-海港的貓／黃子彥 老師 108/1/12(六)14:00-16:00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金光下的山城-這片大地在說故事／高竣中 老師 108/2/15(五)14:00-16:00 基隆市中正區公共圖書館 

慢食-饕餮美食的色香味／周映廷 老師 108/2/18(一) 14:00-16:00 基隆市仁愛區公共圖書館 

與自然對話-荒野的生命教育／林耀國 老師 108/2/25(一)14:00-16:00 基隆市安樂區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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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照》希望你用不到，但您一定要知道的 

黃勝堅醫師 主講 
108/1/19(六)10:00-12:00 B1 演藝廳 

德式文化衝擊─隱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德式價值觀 

莊適瑜教授 主講 
108/2/20(三)14:00-16:00 4 樓 4045 教室 

主題書展 日期 地點 

給「刻」勤「刻」儉型客戶的建議 107/12/18(二)－108/1/20(日) 3 樓新書展示區 

「秘事」脫逃 107/12/18(二)－108/1/20(日) 3 樓新書展示區 

那一年，沒打完的「肥」水之戰 108/2/12(二)－108/3/10(日) 3 樓新書展示區 

寫累史的終結 108/2/12(二)－108/3/10(日) 3 樓新書展示區 

【歐洲繪本大賞】主題書展 108/1/02(三)－2/27(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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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23(六)11:00-12:00 B1 樂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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