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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
Opening Ceremony
3/12（六）9:30
臺大綜合體育館前廣場　Entrance Plaza of the Sports Center
秘書室 (02)3366-9845吳思慧小姐

學系博覽會
Department Expo 

3/12（六）、3/13（日）9:00 - 16:00
臺大綜合體育館一、三樓  1F and 3F of the Sports Center
教務處 (02) 3366-2388轉 203陳康莊小姐

社團博覽會
Student Club Expo  
3/12（六）、3/13（日）9:30 - 16:00
垂葉榕道、蒲葵道  Banyan Ave. & Fan Palm Ave.
學務處 (02)3366-2063轉 12林宜葶小姐

緊急資訊 
Emergency Information
駐警隊
(02)3366-2185

緊急救護站
保健中心、綜合體育館一樓入口處（3/12、3/13）
0975-103-215／ 0975-103-216／ 0975-103-217

活動網頁：event.ntu.edu.tw/azalea/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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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大學巡禮
導覽員以步行方式帶領參觀校園，簡介臺大人文、歷史與精神。

*參加者可獲得杜鵑花紋身貼紙

3/12（六）、3/13（日）
地　　點：臺大正門口

參加方式：各高中以班級或學校名義，由師長於 3月 4日前，上「訪客中心登記系統」
https://visitorcenter.cloud.ntu.edu.tw/vcrs/登記，經承辦人接洽確認，即可安排導覽。

洽詢聯絡：訪客中心 (02)3366-2040謝小姐，visitorcenter@ntu.edu.tw

校園人文定時導覽 1
導覽員以步行方式帶領參觀校園，簡介臺大人文、歷史與精神。

*參加者可獲得杜鵑花紋身貼紙

3/12（六）、3/13（日）│ 9:30、10:30、13:30、14:30，
 每場約 1.5小時。

地　　點：臺大正門口集合

參加方式：現場報名，每個時段以 40人為限。先報名者優先，額滿為止。
洽詢聯絡：訪客中心 (02)3366-2040謝小姐

校園人文定時導覽 2
導覽員以步行方式帶領參觀校園，簡介臺大人文、歷史與精神。

*參加者可獲得杜鵑花紋身貼紙

3/19（六）、3/20（日）│ 10:30、14:30，每場約 1.5小時。

地　　點：臺大正門口集合

參加方式：現場報名，每個時段以 20人為限。先報名者優先，額滿為止。
洽詢聯絡：訪客中心 (02)3366-2040謝小姐

校園生態定時導覽
導覽員帶領以步行方式參觀校園，介紹植物及生態。

*參加者可獲得杜鵑花紋身貼紙

3/19（六）、3/20（日）│ 9:30~11:30

地　　點：臺大正門口集合

參加方式：現場報名，先報名者優先，每個時段以 40人為限，額滿為止。
洽詢聯絡：訪客中心 (02)3366-2040謝小姐

導覽闖關遊戲
3/19（六）、3/20（日）│ 9:00~12:00、13:00~16:00

地　　點：臺大正門、傅鐘旁、圖書館前廣場、鹿鳴廣場攤位

參加方式：現場參加，闖關集點蓋章。完成者可獲本校農產品展售中心冰棒兌換券一 
 張，數量有限，發完為止。

洽詢聯絡：訪客中心 (02)3366-2040謝小姐

博物館群及校園定時導覽
在杜鵑花季，探索臺大校園和博物館的祕密！

3/5（六）、3/19（六）、3/26（六）│ 9:00~12:00、13:00~16:00

場次一
正門集合 (13:15-13:30)→傅園→農業陳列館 (13:40-14:10)→
物理文物廳 (14:20-14:50)→傅鐘→檔案館 (15:30-16:00) 

場次二
正門集合 (13:15-13:30)→傅園→校史館 (13:40-14:10)→傅鐘→
煙囪、彈孔→鹿鳴廣場→地質標本館 (14:40-15:10)→雅頌坊→
昆蟲標本館 (15:30-16:00)

場次三
正門集合 (13:15-13:30)→傅園→人類學博物館 (13:40-14:10)→醉月湖→
總圖書館→水源池→磯小屋→動物博物館 (14:40-15:10)→鹿鳴廣場→
植物標本館 (15:30-16:00) 
參加方式：

‧活動當日 13:15臺大正門口登記報名，每場至多 20人
‧提供導覽子母機

‧參加者每人可得一套臺大博物館群紀念集章小卡；小卡可拼成臺大校歌樂譜。

‧每場次全程參加並完整蒐集各博物館戳章者，可獲得本校農產品展售中心冰棒兌換 
 券 1張；每人每場次限領一張兌換券
洽詢聯絡：校史館 (02)3366-2362陳鵬帆

微型臺大工作坊
召集對微型建築有興趣的臺大人，在專業人員指導下，運用微型積木搭建出

一棟又一棟的臺大建築物，共同完成校史館特展「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大」

之微型臺大展區，透過建築物的肌理來認識臺大建築！

*每場次含 1小時授課、2小時實作。

3/17（四）│ 18:30~21:30│3/26（六）│ 13:30~16:30

地　　點：臺大校史館川流廳

參加方式：對微型積木有興趣者，具備空間美感、結構力學知識、原型創作能力者佳， 
 優先錄取臺大人（學生、校友、教職員工），每場次 10人。
報名網址：（3/9報名截止）
http://www.lib.ntu.edu.tw/gallery/promotions/20160317_ticoNTU/index.html
洽詢聯絡：校史館 (02)3366-3818陳南秀、(02)3366-9804張安明

跟著策展人一起逛「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大」特展
跟著策展人一起走進校史館「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大」特展，透過各式以臺

大為核心的主題地圖串聯，探索臺大歷史軌跡與空間發展，並從不同的視角

切入，看見所看不見的臺大。

3/19（六）、3/26（六）│ 10:00 ~10:40

地　　點：臺大校史館川流廳

參加方式：免費參加，活動當日 9:45於臺大校史館二樓入口服務臺登記報名，每場次 
 至多 15人。
洽詢聯絡：校史館 (02)3366-3818陳南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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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學並濟．亮節高風：錢思亮先生紀念特展
由中央研究院、杭州錢王祠及本校共同合作策畫「錢思亮先生紀念特展」，

錢思亮為本校最年輕的校長；為本校在任時間最長的校長。錢校長為臺大長

遠發展奠立堅實的基礎，閱讀錢校長一生的學思與奮鬥歷程，讓我們向典範

致敬並學習。

3/8（二）∼3/25（五）│ 9:00~17:00，每週二閉館。

地　　點：臺大校史館

參加方式：免費參觀

洽詢聯絡：校史館 (02)3366-2362陳鵬帆、(02)3366-9804張安明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臨摹傅斯年
今年三月為傅斯年校長 120歲冥誕，透過「書法」重溫傅校長的嘉言語錄，
讓臺大師生再一次貼近一甲子前勉勵我們「敦品勵學愛國愛人」、「貢獻這

個大學于宇宙的精神」，為臺大鞠躬盡瘁而「歸骨於田橫之島」的傅斯年校

長。

3/11（五）∼3/31（四）│ 9:00~17:00，每週二閉館。

地　　點：臺大校史館

參加方式：校史館摘錄 26則傅校長名言，欲參加者至校史館領取書法用紙，每人至多 
 書寫 3則傅校長名言；而每則名言至多接受 3人書寫。書法成果將製作校 
 史館紀念品，將致贈參與者 1至 3件。
洽詢聯絡：校史館 (02)3366-2362陳鵬帆、(02)3366-9804張安明

花現原圖
配合臺大杜鵑花節，原圖中心規劃了闖關小遊戲來帶領讀者認識中心環境與

特色館藏。闖關完成後，即能獲贈精美小禮並取得抽獎機會，獎品內容豐富。

原圖中心於 3/12起連續三個週六下午 14時，將公開抽出各種獎項之得獎
者，歡迎各位讀者踴躍前往挑戰！

2/22（一）∼3/26（六）│原圖中心開館時間
（週一到週五 8:00~18:00；週六 9:00~17:00）

地　　點：總圖書館 B1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
參加方式：活動期間皆可於開館時間至原圖中心進行闖關活動

活動網址：http://www.tiprc.org.tw/blog_wp/?p=12563
洽詢聯絡：原圖中心 (02)3366-3775  游凱婷

圖書館開放參觀 

3/12（六）、3/13（日）│ 8:00 ~17:00

地　　點：總圖書館 
參加方式：開放 12歲以上讀者入館
活動網址：http://www.lib.ntu.edu.tw 
洽詢聯絡：臺大圖書館 (02) 2366-2354

看，博物館！
你知道全臺第一間人類學博物館在哪嗎？人類學博物館都在做甚麼？博物館

有哪些寶物？十萬人次參訪，你怎麼能錯過！

*拍照上傳打卡再送好禮！ 

3/12（六）、3/13（日）│ 9:00~17:00

地　　點：杜鵑花節「臺大博物館群」攤位

參加方式：現場參加，無須報名

活動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NTUAnthroMuseum/
洽詢聯絡： (02)3366-4735張文玉

走，博物館！
由專業的館員帶你參觀百年歷史的博物館，一次走訪臺灣 16族原住民物質
文化！還有國寶尋根影片首次公開，原來博物館也可以走到很多地方！ 

3/12（六）、3/13（日）│ 11:00、14:00

地　　點：人類學博物館

參加方式：現場參加

活動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NTUAnthroMuseum/
洽詢聯絡： (02)3366-4996吳昭潔、周書屹

生命科學博物館園區尋芳蹤活動
位於 1號館的正後方，有著一片研究生命科學的園地，從日據時代就坐落在
那，想知道這裡有些甚麼秘密嗎？歡迎來一同探訪！ 

3/12（六）、3/13（日）│ 11:00~12:00、15:00~16:00

地　　點：植物標本館展示室、魚類標本館展示室

參加方式：請於活動前 10分鐘至植物標本館展示室大門口集合
洽詢聯絡：植物標本館 (02)3366-2463#102鄭小姐、
 動物博物館 (02)3366-2450林小姐

走進物理文物廳
展示著臺大物理系寶物與歷史的物理文物廳，一起來體驗科學的奧妙吧！這

裡有曾經最先端的儀器還有大家都可以動手做的小實驗，拍照打卡還送精美

紀念品哦！ 

3/1（二）∼3/31（四）│週二至週日，9:00~16:30

地　　點：物理文物廳

洽詢聯絡： (02) 3366-4430陳亭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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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杜鵑花城 探索昆蟲標本館
在花團錦簇的杜鵑花叢中，還有著小小的世界悄然地運作著。

想要探究這神秘的小宇宙嗎？快來臺大昆蟲標本館！

3/12（六）│ 14:00~14:30、15:00~15:30

地　　點：臺大昆蟲標本館

參加方式：現場報名，每時段 15人，額滿為止
活動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NTUinsect/
洽詢聯絡：臺大昆蟲館 (02)3366-5901林小姐

昆蟲造型公仔手作坊
生活周遭找不到可愛的昆蟲？

昆蟲造型公仔手作坊教你用自己的雙手創造昆蟲！

3/13（日）│ 14:00~16:00

地　　點：臺大昆蟲標本館

參加方式：現場報名，歡迎親子參加，限 20人，額滿為止
活動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NTUinsect/
洽詢聯絡：臺大昆蟲館 (02)3366-5901林小姐

昆蟲點兵
各式各樣的昆蟲如同百萬大軍，快來臺大昆蟲標本館打卡認識昆蟲館，還會

有神秘小禮物喔！

3/1（二）~3/31（四）│ 10:00~16:00

地　　點：臺大昆蟲標本館

活動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NTUinsect/
洽詢聯絡：臺大昆蟲館 (02)3366-5901林小姐

昆蟲生態海報展 

3/1（二）~3/31（四）│ 9:00~17:00

地　　點：臺大昆蟲標本館庭園

活動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NTUinsect/
洽詢聯絡：臺大昆蟲館 (02)3366-5901林小姐

Geology─玩石碎碎念
想以更簡單輕鬆的方式了解地質知識嗎？透過有趣清新的故事影片，搭配館

內標本的實際觀察，讓我們一起來探索地質這個豐富多彩的世界吧！ 

3/12（六）、3/13（日）│ 9:00~12:00、13:00~17:00

地　　點：地質標本館

洽詢聯絡：(02)3366-2950 鍾綺樺

動物博物館尋蝠蹤 

3/1（二）∼3/31（四）│ 10：30~16：30

地　　點：臺灣大學動物博物館

參加方式：請在【臺灣大學動物博物館】粉絲頁按讚，並現場將找到跟蝙蝠有關的照片 
 上傳至本粉絲頁，就可以拿到一份臺灣大學賞蝠地圖及一份小禮物。

活動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museumzoology/
洽詢聯絡：(02)3366-2450林小姐

柳暗花明又一春─標本館尋魚記
在 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建立 1號館的同時，後方也建了一間古色古香的小
平房，現在裡面擺滿了各種珍奇的魚類標本喔！ 

3/12（六）、3/13（日）│ 10:00~16:00

3/19（六）、3/20（日）│ 9:00~12:00

地　　點：魚類標本館

參加方式：請在【臺灣大學動物博物館】粉絲頁按讚，就可以拿到一份珍貴卡片及小禮 
 物 。
活動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museumzoology/
洽詢聯絡：(02)3366-2450林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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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U AZALEA 
FESTIVAL

臺大杜鵑花節

圖書館的幸福處方─療癒繪本展
展出與書目治療相關之專書與論文，並參考書目療法研究者及繪本愛好者之

推薦，彙集逾150冊具療癒特質的繪本，期待一個個蘊藏在詩詞中、圖畫裡、
文句間的故事，化為療癒人心的幸福配方，或解小失落，或治大傷痛，即使

只是單純的小確幸，都是繪本閱讀無形的療癒力。

2/22（一）∼3/27（日）│週一至週六8:00~22:30；週日8:00~17:00

地　　點：總圖書館 1樓中廳
參加方式：自由參觀

活動網址：http://www.lib.ntu.edu.tw 
洽詢聯絡：臺大圖書館 (02)3366-4551

方寸藏香─從東西方茶葉貿易，看福爾摩沙茶的樣貌
十七世紀以來，茶葉從單純的庶民飲品，驚艷西方社會，進而成為東西方貿

易中最重要商品，催化全球化貿易進行。它帶來的不僅是經濟利益或是物質

享受，更引動東西文化交流的重大漣漪。

就讓我們一起跟隨著時代與文物的腳步，透過「方寸藏香－從茶文化到貿易

商品，看臺灣茶的故事」特展，了解福爾摩沙茶的故事吧！

3/1（二）∼3/31（四）│週一至週日 9:00~17:00

地　　點：總圖書館 1樓日然廳
參加方式：自由參觀

活動網址：http://www.lib.ntu.edu.tw
洽詢聯絡：臺大圖書館 (02)3366-4551

「遺跡解謎：魟魚與海蛄蝦大戰！」特展
本校地質學系施路易副教授所策劃的小型特展，展示手法取自博物館起源之

一「將稀有好奇的物件收入搜奇櫃，開放同好參觀共享」的概念，展示內容

取自其研究計畫「103年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科普活動：一千六百萬年前
台灣大陸棚上生命的存在與消逝』」成果。該特展由施教授與國立臺灣博物

館合作，於臺博展示近半年後，將巡迴全國，臺大是第一個巡迴展示點。

3/8（二）∼3/25（五）│ 9:00~17:00，每週二閉館

地　　點：臺大校史館

參加方式：免費參觀

洽詢聯絡：校史館 (02)3366-2362陳鵬帆、(02)3366-9804張安明

2016臺灣大學野望影展
科技部生命科學人才培育計畫、臺大生命科學院及臺大生命科學系連續三年

與台灣野望自然傳播學社合作，引進英國Wildscreen一系列世界頂尖的生
態紀錄片，於校園間推廣。本次放映內容包含：螞蟻農夫、臥底企鵝、博物

館復活記、探訪華萊士等精彩影片，並特別邀請到臺大昆蟲系楊景程老師及

臺大森林系丁宗蘇老師做影片導引。

3/8（二）、3/15（二）、3/22（二）、3/29（二）│ 18:00~21:00

地　　點：生科館 3F演講廳
參加方式：請事先於網路報名

 http://www.accupass.com/event/register/1601220626592041731363
活動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bestilse/?fref=ts
洽詢專線：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科技部生命科學人才培育計畫：王先生 /盧小姐  
 (02)3366-1895

陌生人與鄰居三重奏
Strangers and Neighbors Trio
這是一則城市旅人的傳奇。世界如此大，為何你我會相遇？一直是鄰居，卻

未曾相識；以為是陌生人，卻有種親密感。來自臺法日的三位音樂家，結合

器樂、電聲、即興、創作，共同開啟一系列當代音樂語彙及聲響美學的激盪。

主辦單位：雲樹雅集、國立臺灣大學藝文中心

協辦單位：法國在臺協會

演出者：二胡 ─ 王瀅絜｜大提琴 ─ 雨果‧文森｜豎笛 ─ 岩瀨久美
3/1（二）│ 20:00~21:00

地　　點：雅頌坊

參加方式：請洽兩廳院售票系統購票，憑票入場，票價 450元。
活動網址：http://arts.ntu.edu.tw/index.aspx
洽詢聯絡：廖小姐 (02)3366-1577

【2016春天戲水】廖若涵、許哲彬─劇場導演的對談
本講座邀請台南人劇團 2016春天戲水《無差別日常》、《刺殺！團團圓圓
之通往權力之路》兩位導演廖若涵、許哲彬出席，將暢談這兩齣戲中的創作

歷程，並透過兩位導演與學生的對談，讓學生們對於劇場有更深入的了解。

3/2（三）│ 19:30~21:00

地　　點：雅頌坊

參加方式：免費入場，請至藝文中心官網線上預約報名

 http://arts.ntu.edu.tw/index.aspx
洽詢專線：劉小姐 (02)3366-1578

好好看╱展演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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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夢、逐夢：陳峙維演唱暨創作發表會
每個人的心中都有個夢，「這位老師」多年來不斷地築夢、逐夢，這才發現，

原來圓不了的夢最美。且看他自選多年來聽過、唱過、寫過的作品，用文字

和音符感謝一路行來所有支持、鼓勵他做夢的人，還有一直守候他的人。

3/11（五）│ 19:30~21:30

地　　點：雅頌坊

參加方式：免費入場，請至藝文中心官網線上預約報名

 http://arts.ntu.edu.tw/index.aspx
洽詢聯絡：廖小姐 (02)3366-1577

《徹舞流》創作分享會
《徹舞流》為日本編舞家島崎．徹（Toru Shimazaki）由生活靈感、人生即景，
化作舞蹈的一連串狂想曲，編創出〈臨極限〉Zero Body、〈漫〉Grace、〈謎〉
Blind三支舞作。舞蹈空間舞者將與您分享《徹舞流》的創作、製作與排練
過程，示範精彩片段，並引領您啟發自己的肢體與想像，編創出專屬於您的

《徹舞流》。

3/16（三）│ 19:30~21:00

地　　點：雅頌坊

參加方式：免費入場，請至藝文中心官網線上預約報名

 http://arts.ntu.edu.tw/index.aspx
洽詢聯絡：劉小姐 (02)3366-1578

兩岸當代崑曲鉅作─《春江花月夜》示範講座
中國崑曲王子張軍崑曲藝術中心推出的首部原創作品《春江花月夜》，集結

兩岸崑曲及戲劇製作一時之選，由崑劇泰斗蔡正仁擔任顧問，邀請李小平導

演、中國新銳劇作家羅周編劇，並網羅多位台灣菁英加入團隊於今年春天在

臺首演。

3/29（二）│ 19:30~21:30

地　　點：雅頌坊

參加方式：免費入場，請至藝文中心官網線上預約報名

 http://arts.ntu.edu.tw/index.aspx
洽詢聯絡：廖小姐 (02)3366-1577

第三屆臺大粉樂町：時代的眼睛─與當代藝術的對話
「粉」源於流行語彙

「樂」即是快樂

「町」代表城市街區

而《粉樂町》就是發掘美學生活、建構創意風格，以藝術帶來「城市裡的快

樂角落」！

2016臺大粉樂町，以粉樂精神加乘臺大校園的人文底蘊與優美環境，找到
藝術、環境、與人之間交織的驚喜，體驗無牆美術館的魅力，快來帶著粉樂

地圖進行一場藝術尋寶吧！

3/8（二）│ 14:00（開幕儀式）新社科院梁國樹國際會議廳 3樓

3/9（三）∼5/8（日）│ 10:00~17:00

地　　點：臺大校園

參加方式：定時導覽於每週六下午兩點，團體導覽及其他相關活動，請詳見

 http://arts.ntu.edu.tw/index.aspx
洽詢聯絡：梁小姐 (02)3366-1829

編導的精采交鋒─創作社劇團《#》創作分享會
2014台灣文學 劇本金典獎《#》剖視食安問題、地球暖化，天災人禍所產
生的末世情景，荒謬而直指人心的孤島意象，是一則對現世最誠實而赤裸的

寓言。劇本中多樣且奇幻的人物與場景，導演將如何呈現？而編劇又如何看

待腦中的想像化為真實？導演李銘宸及編劇魏于嘉將分享他們的創作過程，

並率領演員以讀劇片段獨家公開演出內容。

3/9（三）│ 19:30~20:30

地　　點：雅頌坊

參加方式：免費入場，請至藝文中心官網線上預約報名

 http://arts.ntu.edu.tw/index.aspx
洽詢聯絡：劉小姐 (02)3366-1578

好好看╱展演講座 NTU AZAL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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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U AZALEA 
FESTIVAL

臺大杜鵑花節

高中生旁聽歷史課程活動
開放部分歷史系專業課程、歷史通識課程，歡迎全國高二、高三學生報名參

加，體驗大學上課情境。

3/16（三）∼3/22（二）
參加方式：網路報名

 http://homepage.ntu.edu.tw/~history/public_html/2016_Azalea/
洽詢聯絡：歷史系 (02)3366-4705林佳宜小姐，history@ntu.edu.tw

SoNTU推廣活動
SoNTU致力於宣揚臺大形象及精神，創造可以詮釋臺大人心中臺大的象徵，
以及可融入臺大人的生活小物，藉此延續及強化本校成員和學校的情感。

3/12（六）、3/13（日）│ 9:00~17:00

地　　點：農業陳列館 1樓
參加方式：

我愛 NTU 領帶：著正式服裝及 NTU領帶，拍照上傳到 SoNTU粉絲專頁，內容打 
 上「我愛NTU領帶」，並TAG三個好友，即可獲得杜鵑花造型明信片1張。
另有杜鵑花傳情、手繪杜鵑花園、滿額戳戳樂活動，可上 SoNTU粉絲專頁查詢。
活動網址：【SoNTU好臺大】臉書專頁
洽詢聯絡：(02)3366-2007#345 林艾

一張紙變變變─摺紙小工坊
一張紙可以變成甚麼呢？各式各樣的動物等著你來摺喔！

3/12（六）、3/13（日）│ 10:00、11:00、14:00、15:00，
每時段 20分鐘。

地　　點：杜鵑花節「臺大博物館群  攤位

參加方式：請在【一張紙變變變】粉絲頁按讚，即可現場報名，每時段10人，額滿為止。
活動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sciorigami/
洽詢聯絡：(02) 3366-2450林小姐

小小農夫同樂會 x 巧克力工坊
豎起耳朵聆聽，大地精靈正在呼喚著我們，快來農陳館一起種盆栽、串團子

吧！

你知道春分這個節氣有什麼習俗嗎？活動當天除了帶你體驗過往的習俗外，

為配合 3/14白色情人節，當天還有巧克力的主題活動唷！

3/12（六）│ 13:00~14:30─ 小小農夫同樂會
15:00~17:00─ 巧克力工坊

地　　點：農業陳列館一樓蒲葵廳

參加方式：開放預約報名，線上報名限 15位，另開放現場報名 5位。
活動對象：6-10歲兒童
活動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ntuaeh/　
洽詢聯絡： (02) 3366-3971

2016趣玩農場
系列活動詳見：

http://www.bioagri.ntu.edu.tw/farm/ntufarm

園藝樂活DIY
3/12（六）、3/13（日）│ 10:00~16:00，

隨到隨教、中午不休息。

創意園產品同樂會 09:00~17:00
燒仙草、百香果、紫蘇梅、茶梅試飲試吃、運用園藝組自製產品製

作創意料理點心、保健紫草膏等。

園藝樂活 DIY 教室 10:00~16:00
1.草頭雪人寶寶 DIY
2.滾石葉拓萬用袋 DIY
地　　點：臺大農場示範教學農舍（綠房子 2樓教室）
參加方式：現場報名（每項 DIY材料費 100元，可帶回作品）
洽詢聯絡：(02)3366-5509，jenniferchung@ntu.edu.tw

磯永吉小屋
展示蓬萊米之父磯永吉教授，選育蓬萊米水稻相關文物。

3/12（六）、3/13（日）│ 9:30~12:00、14:00~16:30

稻香館
1  稻香館定點導覽
杜鵑花節期間，共計 6日共計 8場次，以現場報名為主（導覽時
間含 30分鐘的報名時間）。

3/12（六）、3/13（日）│ 10:00~11:30、14:00~16:00

3/19（六）、3/20（日）│ 10:00~11:30

3/26（六）、3/27（日）│ 10:00~11:30

2  多肉植物組合盆栽 DIY

3/12（六）│ 9:30~11:30

3/13（日）│ 13:30~15:30、13:30~15:30

地　　點：臺大農場稻香館報到

參加方式：預約報名，每人收材料費 300元。共計辦理 3場次，每場次 30 
 人（僅保留 5位現場報名）。完成預約報名後，先於稻香館報到
 繳費後，憑 發票入場。相關課程及 DIY體驗於洋菇教室進行。
洽詢聯絡：(02)3366-2560，liangcc@ntu.edu.tw

3  稻香館定點打卡
贈品：農場 L型資料夾１個，限量 200個。

4  趣玩農場活動照片上傳 + 按讚＋留言
贈品：『香草植物就是這樣玩』一本。

好好玩╱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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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福利社
辦理臺大農場相關新產品展售、推廣展售臺大農場自製各類優質加

工品。

臺大鮮乳在這裏保證買得到！

還有好吃的臺大農場貢丸湯、茶葉蛋。

臺大麵包、蛋糕、三明治冰淇淋、冰棒及冰淇淋等展售。

3/12（六）、3/13（日）│ 9:00~17:00

地　　點：臺大農場稻香館前草坪廣場

參加方式：自由參觀

多肉。植物市集
促進園藝生活，並結合回收舊物的以手作再利用方式，鼓勵多肉與

各類植物組合盆栽等文創藝術為目標，以多肉。植物文創市集辦

理。鼓勵臺灣優質園藝手作趣味創作者，開創不同的賞花會活動。

宣 以舊物回收再利用，結合植物、創意及手作的方式，展現植物

園藝生活的美好。

（本站由各參展人員，自行依稅法開立收據或發票）

3/12（六）、3/13（日）│ 9:00~17:00

地　　點：臺大農場稻香館前草坪廣場

參加方式：自由參觀

洽詢聯絡：梁群健 (02)3366-2560，liangcc@ntu.edu.tw

臺大農場畜牧場─定點導覽
有興趣請來∼看看牧場裏會微笑的羊、還有可愛豬，以及辛勤的乳

牛媽媽們。我們會帶領著大家看看農場裏乳牛乳羊以及李宋豬的生

活，介紹臺大乳製品及畜產品怎麼生產的，有興趣的來賓們，可別

錯過這難得的半日牧場遊唷！

3/12（六）│ 9:00~12:00、14:00~17:00

地　　點：動科系加工館

參加方式：預約報名，每場 25人額滿為止。
活動網址：http://www.bioagri.ntu.edu.tw/farm/ntufarm/
洽詢聯絡：鄭位明 (02)3366-5503，weimimg@ntu.edu.tw

綠領農學市集─採收馬鈴薯
與生農學院學生會共同辦理。透過生農學院學生帶領，讓生活在都

市叢林中的民眾，能到臺大農場體驗採收馬鈴薯的活動，讓大人小

孩零距離的接觸到土地、用雙手去感受無農藥土壤的不同、讓有機

的香味刺激都市人被粉塵堵塞的鼻子。學生在帶領民眾採收馬鈴薯

時，會講述「綠領」的相關知識、以及作物的相關生長知識，希望

能讓非務農者理解「好農業」的重要性與可貴。

3/26（六）、3/27（日）│活動為期兩天，一天舉行四個梯次。
第一梯次 
9：30∼ 10：30（9點報名）

第二梯次 
10：30∼ 11：30（10點報名）

第三梯次 
14：00∼ 15：00（13：30報名）

第四梯次 
15：00∼ 16：00（15：30報名）

地　　點：鹿鳴廣場及臺大農場

參加方式：活動前半小時於服務台報名，半小時後準時出發，學生帶領民眾 
 至農場。

收費方式：以袋數計價，200元 /袋（綠領籌備團隊準備袋子），一個家庭 
 不得購買超過四袋，每次體驗約 1小時。
活動網址：http://www.bioagri.ntu.edu.tw/farm/ntufarm/
洽詢聯絡：李建輝 (02)3366-2562

好好玩╱體驗活動 NTU AZALEA 
FESTIVAL

臺大杜鵑花節

18 19



為歡迎校友返校參加杜鵑花節，特舉辦一系列校友專屬體驗活動，

邀請校友一同返校走走，感受母校的多樣風情。

「校園導覽+蝶谷巴特帆布包DIY體驗」
3/12（六）│ 9:30~12:00

地　　點：行政大樓 1樓第一會議室
參加方式：採網路報名，請留意校友聯絡室網頁

 http://homepage.ntu.edu.tw/~ntualumni/
洽詢聯絡：羅又軒小姐 (02)3366-2032

「插秧體驗」
3/12（六）│ 14:00~17:00

地　　點：臺大農場

參加方式：採網路報名，請留意校友聯絡室網頁

 http://homepage.ntu.edu.tw/~ntualumni/
洽詢聯絡：羅又軒小姐 (02)3366-2032

「校園導覽+馬賽克拼貼相框」
3/13（日）│ 9:30~12:00

地　　點：行政大樓 1樓第一會議室
參加方式：採網路報名，請留意校友聯絡室網頁

 http://homepage.ntu.edu.tw/~ntualumni/
洽詢聯絡：羅又軒小姐 (02)3366-2032

「校園導覽+皮雕鑰匙圈」
3/13（日）│ 14:00~16:45

地    點：行政大樓 1樓第一會議室
參加方式：採網路報名，請留意校友聯絡室網頁

 http://homepage.ntu.edu.tw/~ntualumni/
洽詢聯絡：羅又軒小姐 (02)3366-2032

好好憶╱校友活動 好好吃╱美食優惠

項次 活動內容 日期 地點

1
全家便利商店（二活店）：凡購買烤蕃薯 1
個或美式咖啡1杯，即獲贈1點，累計期間，
集滿4點即可兌換烤蕃薯1個或美式咖啡1杯。

3/13~3/19 

第二活動中心2
魯山人：消費 429元餐點，即可加價 39元
升級鴛鴦鍋（原價 99元）; 或消費 529元餐
點，免費贈送鴛鴦鍋。

3/1~3/31 

3
歐亞穀果：購買主廚飯、麵或 pizza類餐點
即贈送甜點１份。

3/1~3/31 

4

住宿捷絲旅臺大尊賢館豪華雙人房，一晚

4100元起（原價 7500元+10%），含兩客
精緻早餐。

1 入住贈送文學小卡，憑卡於以下配合書店
消費享有獨家優惠：

(1)胡思二手書局臺大店：正價書籍享 85折
優惠（特價品不適用）。

(2)永樂座臺大店：二手書籍享85折優惠（正
價品／特價品不適用 )，並獲得免費咖啡招待
券一張。

(3)雅博客：正價書籍享 85折優惠（特價品
不適用）。

(4)女書店：外版新書 9折，女書出版書籍
85折。

2.憑房卡至臺大鬆餅小木屋消費享優惠折扣。

3.每日將由專人帶領前往臺大校園參觀杜鵑
花季導覽。

3/1~3/31 捷絲旅臺大尊賢館

5
陳記魯肉飯：

購買便當類餐點，現抵 5元。

3/1~3/31

活動期間，秀

出杜鵑花圖

片，即可享有

優惠。 小福樓商場

6
三顧茅廬：

購買A、B、C套餐，現抵 5元。

7
一信麵家：

購買蛋包飯類餐點，現抵 5元。

8
八方雲集：

單次消費滿 70元，現抵 5元。

9
比司多早餐：

單次消費滿 50元，現抵 5元。

10

全家便利商店（台福店）：

凡購買烤蕃薯 1個或美式咖啡 1杯，即獲贈
1點，累計期間，集滿 4點即可兌換烤蕃薯
1個或美式咖啡 1杯。

3/13~3/19

11
山崎麵包：

蜂蜜小牛角（6入）搭配熱紅茶，特價 80元
（原價 92元）。

3/11~3/13 小福樓旁

12
皇家大亨咖啡：

美式咖啡搭配蛋糕，特價 119元（原價 140
元）。

3/11~3/13 

鹿鳴堂商場

13
牛筋學苑：

三寶麵特價 150元（原價 170元）。
3/6~3/13

NTU AZALEA 
FESTIVAL

臺大杜鵑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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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鵑花明信片
NTU經典圖紋領帶
行李綁帶
水晶竹木USB
萬用轉接頭

3/12（六）、3/13（日）│ 9:00~17:00

地　　點：農業陳列館 1樓洞洞廳
活動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SoNTU-好臺大 -530960047084880/
洽詢聯絡：林小姐 (02)3366-2007#345

臺大校園導覽地圖
臺大校園導覽畫冊
臺大織品系列
臺大杜鵑花煎餅
臺大杜鵑花紀念瓷盤

3/12（六）、3/13（日）│ 9:00 ~16:00

地　　點：農業陳列館 1樓洞洞廳
洽詢聯絡：陳先生 0935-652-362

好好選╱紀念商品 NTU AZALEA 
FESTIVAL

Upon Wings of Azalea Dr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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