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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院區】
《2019》故宮動物園特展 系列專題講座 (7/16-9/20)
今年夏日故宮舉辦故宮動物園特展，邀請大家到故宮看展覽、聽講座。這次故宮打造不同年齡層觀眾的成人講座、親子講座及青少年講座，誠摯
地歡迎不同年齡層的夥伴們，一起來故宮嬉遊一夏！
活動

時間

地點

對象

內容

報名時間



講者：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 何炎泉 副研究員兼科長



講題：「故宮動物園展」展覽概述與文物介紹



介紹：這是史上頭一回國立故宮博物院為國小兒童舉辦「故
宮動物園」特展，時間就從 7 月 5 日到 9 月 25 日。小朋友

07-16(二) 14:00-16:00
( 13:40 開放入場)

北部院區
行政大樓一樓文會

一般成人

堂

來故宮，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動物圖畫，裡面包括雄壯威武

免費入場，

的獅子、老虎，也有可愛的長頸鹿和金魚，展場使用最簡單

免報名，

的文字和活潑的設計，秀出各種蟲、魚、鳥、獸，滿足大家

自由入座。

在視覺、觸覺、聽覺和嗅覺上的不同感受。除了展場簡單的
說明，這些古畫背後其實都還有不少的故事。此次將挑其中

故宮動物園展-

比較精彩的作品一一講解，希望大家可以在觀展過程中獲得
更深入及更豐富的視覺體驗。

成人系列講座

07-26(五) 14:00-16:00
( 13:40 開放入場)

北部院區
行政大樓一樓文會
堂

一般成人



講者：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 陳建志

助理研究員



講題：「蟹畫—〈民國胡克敏禾蟹圖軸〉探源」



介紹：與海為鄰的你我，應該都有過啖食螃蟹的經驗。雖然
種類形形色色，但對其體型、口感，乃至辨別雄雌的方法應

免費入場，

不陌生。本講座從〈民國胡克敏禾蟹圖軸〉一作出發，首先

免報名，

借用古人的眼睛，觀看螃蟹與生活的鏈結，主要分成一、科

自由入座。

舉取士二、飲食文化三、隨物賦形四、神仙坐騎四個面向探
討。緊接著回到作品本身，回顧畫家胡克敏先生其人其事、
析探〈民國胡克敏禾蟹圖軸〉來歷與特色，並闡述畫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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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台北市立動物園 金仕謙園長



講題：象足跡、象前進、談保育



介紹：曾經是臺北市立動物園最知名的動物明星大象「林旺」
與「馬蘭」
，在 108 年 1 月透過「象足跡 象前進」特展，重
新現身於教育中心地下一樓特展室！故事就從「林旺與馬蘭」

08-07(三) 14:00-16:00
( 13:40 開放入場)

現生大象在臺灣的簡史開始認識象足跡，從野生動物教我們

北部院區
行政大樓一樓文會

的事帶領大家進入象生活，學習大象的生物學知識及象群社

一般成人

會，並藉由骨骼標本理解動物形態與構造，解析象的生理奧

堂

秘及生活故事，並在體驗「象危機」情境中，感受目前大象

免費入場，
免報名，
自由入座。

因象牙盜獵、棲地喪失所面臨的生存危機。最後，希望藉由
臺北動物園這現代方舟，能邀請社會大眾以行動為保育我們
瀕危的象群們一起「象前進」，像是支持友善農作的消費行
為、認證棕櫚油產品等，都是與全球野生動物共存共榮的重
要起步。

09-04(三) 14:00-16:00
( 13:40 開放入場)

北部院區
行政大樓一樓文會



講者：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張哲嘉 副研究員



講題：動物圖譜中的夢想與真實



介紹：無論古今中外，人們繪製了無數的動物圖譜。這些圖
譜反映了人類對動物的愛與關注。人們為什麼要繪製這些圖

一般成人

譜？當後人看到了這些圖譜，又會得到哪些心理上或知識上

堂

的滿足？此次演講將介紹歷史上中國、西洋與日本的動物圖

免費入場，
免報名，
自由入座。

譜，說明它們之所以誕生的故事，並解釋這些圖在實用目的
或象徵意義。

09-20(五) 14:00-16:00
( 13:40 開放入場)

北部院區
行政大樓一樓文會
堂

一般成人



講者：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 劉芳如 處長



講題：宮裡的貓與鼠



介紹：貓咪自古就是很多人喜愛的寵物，而老鼠則位列十二

免報名，

生肖之首，身分不凡。但貓與鼠似乎是世仇，原因何在?「故

自由入座。

宮動物園」特展，對此有做一番說明。2019 年故宮的貓月曆，

免費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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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是既叫好又叫座，成為大家爭相搜求的文創好物。
2020 年生肖屬鼠，故宮預備乘勝追擊，發行鼠月曆，希望能
延續今年的銷售盛況。
本次講座，將以故宮典藏的貓與鼠為核心，和大家分享歷代
畫家筆下，對這兩類動物的觀察與描繪。有些國寶名作，比
如〈宋人富貴花貍〉、
〈易元吉猴貓圖〉
、〈沈周畫貓〉
、〈錢選
桃枝松鼠〉
，相信很多人都耳熟能詳，甚至在故宮親眼看過，
但也有部分貓、鼠主題的繪畫，平常較少曝光，藉著這次的
機會，應該能讓大家一次看個過癮！


講者： 新竹市立動物園 楊家民園長



講題：不一樣的動物園



介紹：想把蟒蛇捧在手上? 想聞聞河馬大便紙臭不臭?正在進
行再生計畫工程的新竹動物園，未來將進行動物減量而且不

07-30(二)

14:30-16:00

( 14:00 憑證入場)

北部院區
正館 B1 多媒體室



報名，報名

會再引進明星動物，規劃一個從動物角度思考的動物園；同

7-12 歲為主

有限，額滿

時提供人類為動物服務的機會，讓遊客一起打掃河馬水池再

國小學童

自己用河馬大便 DIY 做張河馬紙；打造一個沒有籠子的動物

（親子共聽）

為止。


用來將人關在裡面品嘗一杯香醇的鳥籠咖啡，以有趣但不同

親子系列講座

思維的動物展示方式，來傳達動物園最重要的生命教育意

報名網址：
https://sig

園，拆掉全部關動物的籠子，只保留有百年歷史的圓鳥籠，

故宮動物園展-

7/11-7/17

nup.npm.e
du.tw/

義，來聽聽動物園園長說說故事~

08-21(三)

14:30-16:00

( 14:00 憑證入場)

北部院區
正館 B1 多媒體室

7-12 歲為主



現場會有球蟒一起聽和大家同樂喔



講者：張東君老師



講題：來去故宮動物園—青蛙巫婆的現代洗象人穿越古今生

國小學童
（親子共聽）



報名，報名
有限，額滿

態之旅


介紹：本講座從「故宮動物園」展出作品出發，以深入淺出
的方式帶領大小朋友進入古畫作品與真實世界的動物。除此

7/25-7/31

為止


報名網址：
https://sig
nup.np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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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tw/

之外，透過爆笑風趣的敘事風格，讓你了解「大象和相關動
物知識與保育概念」、「動物便便紙的資源再利用與實作經驗
談」
、
「動物製作成標本的意義」
、
「動物園存在的價值」
，以及
如何設計點心來展演動物行為，許多的食譜或活動可以親子
一起動手作，從生活中培養愛護動物的意識。


講者：蝌蚪老師



講題： 故宮生態池－蝌蚪老師帶你 Fun 遊古畫與現代生物



介紹：從古畫裡，讓我們一起從十二生肖，珍奇異獸，水族
生物細數著動物們的生態知識。了解動物們在環境的重要性

09-01(日)

10:00-11:30

( 09:30 憑證入場)

北部院區
正館 B1 多媒體室

7-12 歲為主

以及有趣的動物行為。我們生活周遭有很多生物，大家是否

國小學童

仔細觀察過呢？讓我們一起看看古畫中古人對於生物的揣摩
跟猜想性，現場蝌蚪老師也會帶來一些動物朋友們和許多有

（親子共聽）



8/01-8/06
報名，報名
有限，額滿
為止



報名網址：

https://sign
up.npm.edu
.tw/

趣的自然標本，讓我們一起觀察青蛙有趣的面貌，烏龜的殼
型構造，蛇類的神奇感官，動物們的有趣毛皮，比較看看古
畫裡的生物是否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讓我們一起揭開動
物們的神奇面紗吧！

故宮動物園展青少年講座

08-14(三)

14:30-16:00

( 14:00 憑證入場)

北部院區
正館 B1 多媒體室

10-15 歲



7/18-7/23



講者：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科學教育組 吳曜如 助理研究員



講題：從古畫中認識生物。

有限，額滿



介紹：選擇本次展出的部分畫作，帶領聽眾從觀察生物特徵

為止

到探索可能的種類、生活的環境，延伸到海洋環境保護與海
洋資源的運用。

註：1. 本系列講座活動皆免費，但各場報名方式、報名時間、入場時間、場地皆不相同，請依照公告參與各場活動。
2. 親子講座及青少年講座：需線上報名。
（1）線上報名正取者，請憑身分證於報到入場前 30 分鐘報到，活動前 10 分鐘未報到者，視為棄權。
（2）現場開放候補：活動前 5 分鐘，開放現場候補，請憑身分證於入場處報到。

報名，報名



報名網址：

https://sign
up.npm.edu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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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報名及錄取名單網址：https://signup.npm.edu.tw/
3.各報名期間，由報名第一日 14:00 起至報名截止日 17:00 止。如 7/11-7/17 報名，是指 7/11 下午 14:00 起至 7/17 下午 17:00 止。
4 如遇颱風、天災或不可抗力因素等因素，活動取消或延期，將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方式辦理。本單位享有活動最終解釋權。
5. 現場有飲水機，為利環保請自行攜帶環保杯。
6.如需詢問相關問題，歡迎於週一至週五 08:30-12:00 及 13:30-17:00 來電洽詢，李小姐 02-2881-2021#28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