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講師 講題 講師簡介 演講內容概述 

09 月 04 日 瀟湘神 在地書寫與奇幻

創作 

畢業於東吳大學中文系、臺灣大學哲學所東方

組碩士班。對人類學、民俗學、城市發展、腦

科學等等有興趣。現任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

（網站、FB 專頁）原案。同時也是實境遊戲設

計師，曾策劃〈金魅殺人魔術〉、〈西門町的四

月笨蛋〉、〈城市邊陲的遁逃者〉等遊戲。著有

《臺北城裡妖魔跋扈》、《帝國大學赤雨騷亂》

等書。 

「地方的記憶，是地方共同想像的基礎，若

是失去記憶，我們也無從討論自己的身世與

未來；在建構共同想像的道路上，奇幻小說

的戰鬥位置為何？臺灣妖怪為何復興？在當

代的位置又是什麼？我們該如何想像共同的

臺灣，讓地方史成為我們的身體經驗，而不

是單純的資訊？接下來，或許就是屬於奇幻

小說的時代。」 

09 月 25 日 何敬堯 臺灣妖怪傳奇：

我們的奇幻文化

在哪裡？ 

作家，臺中人，臺灣大學外文系、清華大學臺

灣文學研究所畢業。曾獲全球華文青年文學

獎、臺北縣文學獎。著有：懸疑小說《怪物們

的迷宮》、文獻摘錄《妖怪臺灣：三百年島嶼

奇幻誌》、奇幻小說《妖怪鳴歌錄 Formosa》

（獲臺灣文學館文學好書推廣）。  

妖鬼神怪，不可思議，不只刺激人們的想像

力，也能呈現出鄉土文化的民俗色彩。一直

以來，我們以為妖怪只是嚇唬小孩的恐怖故

事，但是如果放大眼光，以奇幻視角來看待

妖怪，就會發現這些故事都是臺灣的重要文

化寶藏。究竟臺灣妖怪是什麼?擁有何種奇幻

魅力?等待你一同踏上追妖搜奇的旅程！ 

10 月 02 日 許素貞 做自己最好的醫

生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博士，曾在醫院工

作 30 年。曾任秀傳醫療體系營運中心副院

長。現任拉法自然診所創辦人、台灣教育部部

定助理教授。 

許素貞博士曾在醫院工作 30 年，自己曾患高

血壓，類風濕性關節炎，高血糖，多處腫瘤⋯

⋯，並服藥多年，當她警覺用藥不能讓她更健

康，開始轉向自然醫學，減少工作壓力，早

睡早起運動，實施減糖飲食並吃好油⋯，已經

12 年未曾使用過一顆藥，不僅恢復了高血

壓，血糖，風溼性關節炎，腫瘤也自然消除

了，變得比以前更健康，更幫助多數病患恢

復健康，讓我們一起聽聽她如何當自己的醫

師。 



10 月 16 日 林茂賢 台灣民俗文化深

度之旅-王爺信仰

與王船祭典 

現任臺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副教授、文化

部無形文化資產中央審議委員、各縣市無形文

化資產審議委員及國家戲劇院戲劇組評議委

員。著有《大廟埕：林茂賢民俗選集》、《戲棚

腳：林茂賢傳統戲曲選輯》、《台灣民俗采風

一、二、三集》、《歌仔戲表演型態研究》、《台

灣民俗記事》、《福爾摩沙之美——台灣傳統戲

劇風華》、《台灣傳統戲曲》等書籍。 

王爺是臺灣民間重要的民間信仰，王爺身分

歷來有許多版本，其中最普遍的說法是「瘟

神」信仰。王爺數量眾多、造型不同，且大

多有姓氏而不知其名。面對瘟疫流傳造成集

體死亡，民眾束手無策求助無門，只能尋求

宗教的救贖，祈求代天巡狩的王爺帶走瘟疫

驅除災難。是故，王爺信仰正反映臺灣移民

社會自然與人文的社會背景。 

10 月 23 日 徐嘉君 台灣杉的故事 徐嘉君，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生態及生物多樣

性博士， 目前任職於農委會林業試驗所，自

1996 年起便開始有關於森林樹冠層生態相關的

研究主題，多年以來於台灣原始山林行走，亦

累積了深厚的生態觀察基礎，研究標的以森林

樹冠層、尤其是中海拔霧林帶的生態為主，近

幾年主持台灣巨木地圖計畫，目標在尋找台灣

第一高樹，閒暇之餘，樂於撰文分享在世界各

地及福爾摩沙的生態觀察及感想。 

分享近幾年來在台灣山區尋找最高巨木的見

聞 

10 月 30 日 雪羊 福爾摩沙之心：

那些山林觸動我

的事 

雪羊，臺大森林系畢業後跨領域至臺大新聞

所，一位用影像與文字將山裡的故事帶回人間

的山岳作家，Facebook 粉絲專頁有超過十萬人

追蹤，於《鳴人堂》、《太報》、《Home Run 

Taiwan》、《方格子 VOCUS》等站撰有專欄，獲

選關鍵評論網 2020 年「未來大人物」。登山資

歷 8 年，走過多次 10 日以上長行程，97 座百

岳、數次海外健行，最高登頂尼泊爾 6,476 公

尺梅樂峰。 

登山至今八個年頭，超過五百個徜徉台灣山

林的日子裡，我在百來座不同的山峰之間，

看見了無數觸動靈魂的景色與事物。這是一

個分享會，認識台灣山岳樣貌以外，更述說

著山峰之美是如何感人、無盡的林間到底埋

藏了多少寶藏。讓我們一起在兩個小時的見

聞與故事裡，回憶那些來自這座島嶼心臟的

動人內涵，感受屬於這片土地的深邃與豐饒

吧！ 

11 月 06 日 主兒 跟著推理小說去

旅行──從倫敦

全職作家＆編劇，台灣推理作家協會成員，美

國佛蒙特藝術中心駐村作家，牛津大學 MBA

無法出國覺得很悶嗎？一起來趟推理之旅

吧。跟著主兒的照片與記憶，拜訪福爾摩斯



貝克街到台南赤

崁樓 

畢。著有四本推理小說：《哎喲！這具屍體只

有六十分──不思議世界》（文化部「年度推

薦改編劇本書」）、《福爾摩沙‧血寶藏》（臺灣

文學館「文學好書」）、《螢火蟲效應》及《風

中有朵血做的雲》。臉書：主兒的推理樂園 

位於倫敦的家、觀賞克莉絲蒂經典舞台劇

《捕鼠器》、到京極夏彥小說中的神祕場景探

險，最後再隨著主兒小說《福爾摩沙．血寶

藏》，展開南台灣歷史美食之旅。現場也會有

互動遊戲，讓大家一起體驗推理的樂趣！ 

11 月 13 日 吳俊偉 茶味裡的隱知識:

台灣茶與香草茶

故事 

現職臺灣園藝福祉推廣協會秘書長、國立臺灣

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農學博士。曾任淡江大

學兼任講師、宜蘭大學＆康寧大學＆華夏科大

兼任助理教授、臺灣園藝協會第 54 屆副秘書

長。著作：環境綠化植物耐陰性指標之研究

2002 應用非破壞性技術評估繁星花氮素狀態、

灌溉指標與種苗活力 2015。 

喝一口茶，嚐的不只是滋味，其中還蘊含了

許多知識。從採茶、烘茶到成品，整個過程

要連續不斷的工作 36-48 個小時，這當中凝聚

了多少人的心血，而這些都會在茶的味道裡

體現出來。對於品茶人來說，喝著茶並用身

心感受茶風味的層次變化，才是對茶的珍

視。對此，圖書館特邀請專業講師蒞臨分享

台灣常見的特色茶及香草(如碧螺春、包種

茶、高山茶、鐵觀音、美人茶、檸檬馬鞭

草、芳香萬壽菊、香蜂草等)，教您最好喝的

美味泡法，以輕鬆心情體驗茶的簡單與美

好。 

11 月 20 日 呂自揚 喜把岡山歷史和

名山寫成詩 

高雄知名作家，月世界荒山子弟。1979 年創立

「河畔出版社」，著作 20 多種，《歷代詩詞名

句析賞探源》膾炙華文世界。《打狗阿猴林道

乾》推翻 300 年訛傳，論證海盜林道乾未到台

灣，阿猴遷自岡山。《台灣民俗諺語析賞探

源》、《那流逝的鄉村歲月》、《詩寫台灣》三

書，親自在警廣、教育電台開講。《詩寫台

灣》首創以四句詩、散文、攝影，廣寫台灣歷

史與土地之美。 

大岡山地區，是台灣最多歷史故事、名勝

古蹟和獨特自然景觀的好地方。 

岡山原名阿公店，是早期繁華市街。大崗

山是台灣歷史第一座名山；荷蘭時期最重大

戰爭搭加里揚之戰，就在岡山。田寮燕巢的

月世界、泥火山養女湖，是台灣最著名地質

景觀，大小崗山、烏山、雞冠山都有趣味民

間傳說。 

呂自揚是岡山在地作家，首創文學演講方

式，將以 100 多張精彩攝影圖片，細說家鄉岡



山少人知道的歷史，和精彩民間傳說，共同

欣賞美麗人文自然風景，然後當場把岡山歷

史和美麗風景，一句一句，寫成一首一首四

句的現代四句小詩，生動趣味，讀來琅琅上

口，來印象深刻的深入認識家鄉岡山歷史，

更喜愛吾鄉吾土岡山名勝風景的美好。 

11 月 27 日 辛翠芸 

跟著海龜去旅行-

從科普影片看海

洋生態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碩士，曾任好旅

文創創辦人兼製作人、夢田文創製作總監、

Airbnb 特約作家、城邦集團、凱特文化旅遊作

家、政治大學廣電系兼任講師。作品：戲劇節

目《巷弄裡的那家書店》、《醉後決定愛上你》

等。科普節目《VR101》、《我的龜密女友》、

《醣科學巨人》等。旅遊書籍《女子旅行，出

發島嶼！》及《北歐極光旅行》等書。 

海龜是一種念舊又浪漫的生物，長大後不管

旅行漂流到世界何處海洋，ㄧ定會千里跋涉

回到最初長大的沙灘產卵。全球海龜種類僅 7

個品種，在台灣就有 5 種，讓我們透過影片

親近牠們，進一步跟著牠們腳步認識台灣海

洋。 

12 月 04 日 

李麗慧 

愛情選擇權~恐

怖情人的辨識及

處理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財團法人現代

婦女基金會家事商談專案執行長，致力鑽研

「性別主流化、性別平權、家庭暴力防治、性

侵害防治、性騷擾防治、高衝突家庭商談、多

元文化、婚姻與家庭、生命教育」等教育，著

有«性侵害防治工作人員實務手冊»、兩個女人

的「變」--受創婦女轉捩現象之探討、複雜觀

點--社會工作新思維等多篇專文。 

期待愛情、擁抱愛情，迎接愛情需要先修戀

愛學分嗎?還是在｢邱比特｣調皮的箭下，暈頭

炫目的無法自制? 

三不五時新聞關於｢恐怖情人｣的報導，如何

在｢邱比特｣的箭下，辨識恐怖情人?怎樣的線

索呈現恐怖情人的跡象?遇到恐怖情人時，該

如何因應?自己可有恐怖情人的傾向?該如何經

營一段健康的親密關係?這些都是此次課程的

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