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場次 講題 真人圖書館藏姓名 日期 地點 參與人次1 30分鐘的幸福-0談到12歲的親子共讀之旅 蔡幸珍 103年9月6日 江子翠分 62 永不放棄 郭韋齊 103年10月18日 江子翠分 223 剪紙藝術的分享 李煥章 103年11月2日 江子翠分 224 馬鞍藤的春天-白色恐怖受難者 陳新吉 103年12月7日 江子翠分 1565場次 講題 真人圖書館藏姓名 日期 地點 參與人次1 美麗人生 陳美麗 104年 1月24日 江子翠分 302 炫麗的貝殼 吳成夫 104年 2月11日 江子翠分 303 不被逆境打敗 任培豪 104年 3月23日 土城少年 804 臺灣越裔新住民-社會融合與認同 陳凰鳳 104年 3月25日 江子翠分 125 我發現世界最古老恐龍胚胎 黃大ㄧ 104年 4月18日 江子翠分 166 細說毫芒藝術 陳逢顯 104年 5月23日 總館 197 飛航的世界―塔裡的男人 劉宏ㄧ 104年 6月13日 總館 458 不只孩子，我們都要做自己-打造獨一無二的親子 羅怡君 104年 7月25日 總館 289 親子Fun輕鬆玩數學 劉慧梅 104年 8月15日 總館 3010 當H花媽遇到AS孩子 卓惠珠 104年10月 3日 總館 3011 舞動不設限的人生 林秀霞 104年12月12日 總館 30350場次 講題 真人圖書館藏姓名 日期 地點 參與人數1 如何從無到有規劃自助旅行 吳益愿 105年1月23日 總館 352 帶你一起看世界的「English及中文雙語書」 楊筱薇 105年2月20日 總館 473 Aquaponics魚菜共生-養殖農業農法介紹 林琨堯 105年3月27日 總館 634 生命故事推手-帶大家彩繪自己的故事 蔡素節 105年4月16日 總館 275 全國演講八冠王教你~敢說、會說、巧說 林定蔚 105年5月21日 總館 1036 閱讀提升未來的關鍵力 宋怡慧 105年6月26日 總館 547 不要讓「毒」害了你一生 李文峰 105年7月10日 總館 198 客家•客家人•客家話 劉明猷 105年7月23日 總館 189 原住民文化與閱讀介紹 林明德 105年8月07日 總館 2010 在愛滋裡翻滾的社工故事 張正學 105年8月27日 總館 1911 單身很好，有情人更好? 康瀞文 105年9月24日 總館 2512 親子閱讀音樂趴 宋怡慧 105年9月25日 總館 3513 浴火重生的美麗 陳美麗 105年10月1日 總館 2414 非凡與瘋狂-心理疾患眼中的藝術 蘇嘉珮 105年10月22日 總館 2415 越南女性與她背後文化素養 陳凰鳳 105年11月5日 總館 3016 驚嘆號星球勇闖海外藝術作璧計畫 林佳潔 105年11月19日 總館 2017 唐詩拳法「詠鵝詩」口訣 親子共學防歹徒 任培豪 105年12月10日 總館 40 603場次 講題 真人圖書館藏姓名 日期 地點 參與人數1 親子溝通的翻譯蒟蒻 許家豪 106年1月14日 總館 222 憂鬱症的告白 曾麗雲 106年3月18日 總館 213 別管什麼創業！你想過自己的價值嗎？ 高翊展 106年5月13日 總館 264 6 周無痛瘦身～有意識的生活 江美荷 106年7月01日 總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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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時間管理開始逐夢 盧祖康 106年9月23日 總館 286 騎士的浪漫華想－HEMA史實歐洲武術 伊塞爾 106年11月18日 總館 23 133場次 講題 真人圖書館藏姓名 日期 地點 參與人數1 軟體工程師面面觀 林星同 107年2月03日 總館 82 永續再進化！全球建築革命進行式淺談「WELL國際健康建築標準」 張為舜 107年4月14日 總館 253 一堂課解決哺乳大小事 陳思庭 107年5月05日 板橋四維分館 484 舞出不設限的人生 林秀霞 107年6月9日 總館 455 青少年的英文閱讀地圖 戴逸群 107年8月25日 總館 806 永不放棄的折翼天使 郭韋齊 107年9月15日 總館 607 創業，走出死亡之谷！ 曾子軒 107年10月20日 總館 458 修心、健身、防霸凌 親子一起練功夫 任培豪 107年11月10日 總館 909 八十憶往˙鹿窟風雲 走過白色恐怖人間煉獄 李石城 107年12月1日 總館 20 421場次 講題 真人圖書館藏姓名 日期 地點 參與人數1 企業做公益！CSR願景與就業市場分析 洪健庭 108年2月16日 總館 202 夢想當演員！我的劇場人生 曾鏵萱 108年4月13日 總館 223 第一次哺乳就上手 陳思庭 108年5月11日 板橋四維分館 334 此生必去！土耳其 李欣芸 108年6月15日 總館 755 拒絕毒害！反毒新知面面觀 李文峰 108年8月10日 總館 216 無與倫比的美麗 陳美麗 108年9月07日 總館 367 精采絕「輪」的人生 黃信正 108年10月26日 總館 28 235場次 講題 真人圖書館藏姓名 日期 地點 參與人次1 刺青美學與實務創作 王哲榆 109年8月1日 總館 352 突破生命框架˙精彩斜槓人生 吳成夫 109年9月5日 總館 583 從申請到檢定˙英美留學全攻略 彭后諦 109年10月17日 總館 524 《我們與惡的距離》談精神病患與家屬的世界 蘇嘉珮 109年11月14日 總館 70 21520222022202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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