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惠方案

臺灣印刷探索館以體驗、學習為基礎，為產業教育帶來新的

課程服務，以印刷體驗為核心，進行美學能力培養，滿足多

元化的需求，我們有各種課程的規劃，歡迎來電洽詢。

A行程

方案 內容 預估時間

B行程

C行程 3~3.5hr

2~2.5hr

1hr

臺灣印刷探索館參觀、DIY
、季節限定體驗

臺灣印刷探索館參觀、DIY

臺灣印刷探索館參觀

1.  3歲以下兒童免費入場。 
2.  年滿65歲以上長者。 
3.  持身心障礙手冊人士。 
4.  本館志工。

100元 90元 Free

一般觀眾 台中市市民
(需驗身分證或駕照住址)

備註

購票資格

票價(元)

需憑證換票。

※團體預約請來電洽詢！

憑票根可折抵50元消費
(含DIY活動及商品消費)，

全票票種 敦親睦鄰票 免費參觀資訊

開放時間 

參觀方式

預約方式

DIY活動

9:00~17:00 週一休館

(預約導覽場次9:00 10:00 14:00 15:00)

本館採預約制，建議上網預約參觀行程，導覽時間

以本館網頁公告為主，單場預約以35人為限。

線上預約報名，報名完成後即保留名額。

若您沒有E-Mail帳號，也歡迎來電預約。

無論平假日，報名人數累積10人以上才開放，

未滿10人將於參觀日前通知取消。

課程特色

DIY種類

報名人數

適合對象

依據您的需求量身訂作屬於您的印刷小旅行，內容包含印刷知識的了解

、好玩有趣的DIY、還能讓您體驗印刷師的工作喔!!

印刷相關手作體驗，依年齡不同規劃適合您的DIY體驗。

20人以上團體預約量身訂做課程，請於活動前20天報名。

幼稚園中班以上、國小、安親班、課輔班、國中、高中、高職、大專、

親子同樂、公司機關、社團聯誼等團體。

印刷小旅行 ～量身訂作套餐行程，歡迎來電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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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配合特定季節、節慶推

出限量DIY，晚來就做不到

了喔！

我們配合特定季節、節慶推

出限量DIY，晚來就做不到

了喔！

燈籠100 元
運用絹板印刷，選擇你喜歡

的紙張，手工縫製一本全世

界獨一無二的筆記本吧！

手工書180 元

有趣的棉紙撕畫，跟著步驟
走即可完成一幅美麗作品喔
！也可以加入創意巧思讓畫
面與眾不同喔！

棉紙撕畫200 元

選擇自己喜愛的圖案絹印，
並黏貼裝飾自己的時鐘帶回
家吧！

時鐘250 元

扇子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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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版畫陰刻與陽刻的關係創

作自己的印版，再透過拓印方

式，印出自己的畫作。

樹脂版畫220元

印要玩DIY選擇介紹印要玩DIY選擇介紹

棉T體驗499元
設計創作專屬於自己的

T-shirt，體驗印製棉T樂趣，

穿出屬於自己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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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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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時間：9:00∼17:00 (週一休館)

預約導覽場次 10:00  14:00  
網址：http://twin.ppmof.gov.tw
電子信箱：twin@ppmof.gov.tw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5 日創刊  ▌發行所／臺灣印刷探索館／電話：04-24951001  ▌設計‧印刷 ／財政部印刷廠／電話：04-24953126

▌發行人／連坤耀    ▌總編輯／李孝春 ▌執行編輯 ／莊詠琳    ▌美術編輯 ／施玉如　　　　  ▌館址 ／41267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28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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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製化到校教學服務

106年 12日 6日午后 3時，塗城國小課後輔導班三、四

年級的小朋友們熱熱鬧鬧地來到英語教室，開 一系列立體書

探索之旅。

自那日起，每週三下午本廠 DCIT研發團隊的雨儕老師、

文芳老師、靖雯老師與小朋友們就塗城國小近期舉辦的夏卡爾

展及持續推動的三好品格教育，運用驚奇有趣的立體手法，共

同創作故事繪本。

立體書創作課程除了激發孩子的創造力、傳遞美學、科學及

工藝概念外，更強化了學校想要傳達給孩子們的美感教育及品格

教育，孩子們的努力與進步真實地呈現在每一件作品上。

在一次導覽過程當中，與訪客不經意的聊到：探索館真的很好玩，可是有些小

朋友由於經費不足或安全上的考量卻無法前來，這一番話讓探索館有了靈感，若我

們走出館外服務人群，就可以讓更多的人認識印刷、探索印刷，甚至體驗印刷。因

此，探索館成立了「行動服務團隊」，量身打造外派教學課程，期望讓對印刷產業

文化深感興趣的大朋友小朋友，也能藉由體驗活動達到學習之效果。

塗城國小立體繪本才藝課程

 課堂教學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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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美術館營隊課程

在臺中霧峰，由世界知名建築師「安藤忠雄」先生所設計的「亞洲大學美術館」，是一間現代藝術氣息

濃厚的建築設計，時常展出許多知名藝術家之作品，在一次的「美的覺醒」版畫特展期間，亞洲大學舉辦為

期 4天的營隊，探索館便與其合作，設計專屬的版畫課程。

版畫是一項需創意設計豐富的手作體驗，透過陰刻與陽刻的手法，呈現不同的藝術表現，學員們透過探

索館老師的講解，了解初步印刷版式的概念，經過各個藝術家的薰陶，依循著個人美感利用珍珠筆創作屬於

自己的版畫風格，每位學員所做出的成品，可都媲美大藝術家呢 !

▲版畫創作

▲製作完成 ▲學員與作品合照

▲版畫上色

亞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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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圖書館大里分館：花都藝術季

臺中圖書館大里分館，為配合臺中每年的「花都藝術季」盛事，與探索館合作舉辦「花都藝

術網版印刷活動」，由探索館工作人員移師至圖書館，教導大朋友小朋友製作手工書，書本的封

面印製是使用網版印刷，圖案搭配上花都藝術季活動圖樣，更顯其活動特色。

此外活動中並規劃設計「圓盤印刷機」的體驗，利用早期鉛活字版，排上「香風送來繽紛訊息，

彩蝶翩飛相倚，樂舞戲藝遊，盡在臺中花都」字樣，印製於書籤上呈現文藝青春氣息，為花都藝

術季活動敲響鑼聲揭開序幕。

▲教學實況

▲ 網版印刷

手工書

▲手工書裝訂體驗

▲圓盤機書籤體驗

臺
中

圖
書
館

大
里
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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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館的行動服務教學計劃，想體驗專屬

的手作課程，歡迎洽詢。

客服專線：04-2495-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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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News 專 限定欄

古騰寶爺爺的

手作教室。
》〉可愛小花束

總覺得母親節送媽媽 

康乃馨沒有新意嗎？母親節

除了康乃馨我還能送媽媽什

麼花呢？本篇要教你製作不

同的花束，一樣可以表達你

對媽媽的愛唷！

準備工具：

　　各色正方形色紙、雙面膠、紙膠帶、竹筷。

STep1
● 首先將紙張對角線折，摺成三角形。

STep4

STep7

● 把摺起來的角攤開後壓扁，如圖示。

● 只要重覆上述動作五次，就可以把它集結成一朵花囉！下方

可加上竹筷，使它變成一朵花。後續另用不同色紙與紙膠

帶，多加美化，你也可以創作出屬於你的美麗花束。

STep2
● 再將左右兩角依序向上折。

STep5
● 將多出來的三角形向下折。

STep3
● 左右兩角向外折，像倒過來的日本
     頭盔一樣的型狀。

STep6
● 把兩側部分向內對折，接下來就可
     以把外側黏上雙面膠，如下圖示。



探索館樂 印手作營
探索館一直以來廣受好評的寒假研習營又來囉 ~館方在 107年 2月 5日舉辦「樂印手作營」，主題

以教導學員透過手作品的創作，認識各種不同版式的印刷。印刷方式共分為：凸版、凹版、平版、網版

及無版，依據印刷品的不同來使用相對應的版式，接著就帶大家來瞧瞧這次手作營活動實紀吧 !!

RED‧溫暖手作的橡皮章雕刻

本次上午的課程，邀請到「RED‧溫暖手作」橡皮章雕

刻專家：林小紅老師，老師從事橡皮章雕刻訂製服務與課程教

學已有 7、8年時間。印章在印刷的原理上屬於「凸版」，將

印紋凸起之處壓上油墨，再轉印至被印物上完成印刷工序，這

次的研習營課程，一開始小紅老師先講解雕刻橡皮章的技巧，

看似簡單的圖案，可是蘊藏了深奧的技術，為了讓橡皮章在蓋

印時不會因紋路基底不穩而導致容易印壞，所以雕刻時要以

「梯形」概念製作，老師也準備了年節意味濃厚的狗

兒圖案，讓年紀較小的學童可照本宣科，而某些學員

也自行創作了非常可愛的圖騰，

創意無限。最後將雕刻好的

橡皮章，讓學員們利用蓋印

的方式創作於吸水杯墊上，

老師也提供了些許自行創作

的小圖案，增加學員們杯墊

圖案的豐富度。
▲橡皮章雕刻教學▲學員製作蓋印吸水

杯
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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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印手作，網版印刷好好玩

在本次的研習營活動，除了讓學員們體驗親手製作凸版

印刷及其成品外，在下午的課程更要讓學員體驗不同的主題

課程：網版印刷。網版印刷是一種利用油墨穿透有細孔的網

目，將印紋印製在被印物上的印刷方式，多用於衣服、布旗

等成品。一般在製作網版時，配合使用感光乳劑與底片輸出

來製作較精細之圖稿，但時間及工序較為繁瑣且費時，因此

在本次的研習營，探索館帶著學員利用卡典西德來創作圖

案。學員們首先構思創作圖案，於

卡典西德切割完成後，黏貼於網版

上，再經由自行選色印製於環保袋

上，有些學員很應景的創作了與狗

年有關的圖樣，更有學員發揮獨特

創意，製作 2色套色的效果，不禁

讚嘆學員們的獨特創造力。

    ▲網版製作實況

▲印製環保袋 ▲網印成品

勇闖印刷大冒險

在活動的最後，受到學園喜愛的分組對抗賽，不

但好玩且富有挑戰。將學員們分為 2組，共設計 20道

「來到探索館必知」的知識題，考驗大家的記憶力與觀

察力，每位學員都抱著力拼全組過關的決心，奮戰精

神 high翻全場，整個展間好不熱鬧。在最後關主也針

對題目與解答一一講解說明，更帶著大家到「印刷魔幻

館」，教導如何透過現場的螢光燈來辨別真偽鈔，讓學

員們大為驚訝，直呼過癮。每位學員都順利拿到了闖關

成功小禮及研習證書，度過忙碌且充實的一天。
▲闖關遊戲實況

▲趕快填寫答案 ▲關主解謎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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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 春遊特輯

春暖花開的季節，正適合在藍天的襯托下漫步細數臺中幾個富有故事之特色景點，享受著沉澱喧囂

及提升心靈層次的喜悅，本次的館訊來為大家介紹私房推薦的行程與美食，跟著探索館一起來漫步大臺

中吧 !!

春遊漫步一日遊推薦行程

10:00~12:00【活版印刷體驗】

                        臺灣印刷探索館導覽 + 趣味 DIY

12:00~13:00【極致的在地美食】

                        平價的好味道 ~ 臺中公有第二市場

13:00~15:00【走進歷史迴廊】

                        日式復古之美 ~ 道禾六藝文化館

15:00~17:00【獨立書店的靜謐】

                        老宅改造的獨特閱讀空間計畫 ~ 本冊 Book Site( 佔空間 Artqpie)

花開的季節 ~ 找尋旅行最初的感動

臺灣印刷探索館

在這個文青當道的世代，你有聽過「活

版印刷」嗎 ?臺灣印刷探索館是隸屬於「財

政部印刷廠」的觀光工廠，財政部印刷廠存

在超過 1甲子的歲月，從鉛字活版印刷，到

現在電腦排版印刷皆瞭若指掌，因此在臺灣

印刷探索館，大朋友小朋友可以聆聽專業又

風趣的導覽解說，還可以體驗 50年代舊時印

刷「圓盤印刷機」所印出來的書籤、動動手

拓印最古錐的公仔寶寶，及最特別的是館藏

全臺唯一復刻版「古騰堡印刷機」，供遊客

體驗 15世紀的歐洲人如何印製聖經！經由導

覽員的解說，學習上墨、印壓的技巧，體驗

當一位小小印刷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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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可是隱藏著各式各樣的美食小吃，在

臺中公有第二市場，著名的幾間老字號店家：王

記菜頭粿糯米腸、李海魯肉飯、老賴紅茶冰、顏

記肉包和阿嬤ㄟ麵，都是道地臺中人肯定推薦的

美食，來到台中可千萬不要錯過喔 !

平價的好味道～臺中公有第二市場

圖片參考：

1.http://www.storm.mg/ifestyle/193282
2.https://bookzone.cwgv.com.tw/topic/

details/2424

日式復古之美～道禾六藝文化館

道禾六藝文化館 (臺中市刑武所演武場 )為臺中市歷史建築之一，興建於日治時期昭和 12年 (西元

1937年 )，為當時司獄官、警察習武之處，因歷史原貌保存完整並具研究價值，因此「財團法人道禾教育基

金會」正式獲得經營權後，期許以孔子「六藝之教」精神重新演繹為「新六藝文化」，透過各式文化藝術體

驗與涵養，深化生命價值與活化歷史建築，故命名為「道禾六藝文化館」。

圖片參考：

1.https://niniandblue.com/blog/post/155895746
2. 道禾六藝文化館官方網站

「本冊 Book Site」位於台中西區，是一處曾經沒落卻又帶有老故

事的城區，一群帶有夢想的年輕人，嘗試著讓閒置老宅藉由保留、整

頓、實驗等概念，搖身一變成友善的展覽與閱讀空間，讓喧囂又忙碌

的城市生活注入一股靜謐且緩慢的暖流，打造新式藝文空間。

老宅改造的獨特閱讀空間計畫～本冊 Book Site

圖片參考

1.macaron2271.pixnet.net
2. http://artqpie.weebly.com/artical/artqpie-library1



兒童連假限定活動 !「印」要這樣玩童樂會

小朋友最期待的兒童節又到囉 !探索館也推出限定的活動體驗：教你如何印
屬於自己的小物束口袋，還有其他最新的優惠訊息，請鎖定「臺灣印刷探索館官

網」及「粉絲專頁」喔 ~

愛的分享～ 5月母親節限定

5/1-5/13來館選購任一項 DIY
活動，探索館就教你做「可愛小

紙花」，送給最親愛的媽媽表達

你的心意。

連假何處去？就來臺灣印刷探索館～

  活動一 

  活動二 官網 QR code 粉專 QR code

10 http://twin.ppmof.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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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印刷探索館可以這樣玩

 ( 大朋友也來學學如何拓印。) 

( 沾沾墨汁，學學拓印。)

( 看到了什麼 ?這麼驚呀 !) 

( 挑戰你的眼力，找出圖畫中的玄機。)

 ( 大家好認真的在做時鐘 DIY。)

( 老師也來親自體驗網版印刷。)

 106.11.29 頭份市志工隊

 106.12.01 新光國中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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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驗看看 40

年代的圓盤

機。)　　

( 哇 ! 看來大家

很滿意自己的

作品唷 !)

 106.12.12 大成商工廣設科

（利用古騰堡印刷

機，印出了漂亮

的作品。）

  ( 小朋友開

心的向我們

展示他的作

品成果。)

 106.12.15 威爾森幼兒園

12 http://twin.ppmof.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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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認真的製作自己的小書。）( 一針一線的學著如何縫製手工書。)

107.01.09 臺中產業故事館

 ( 利用剛學到的拓印技巧，親自試試看。)( 小朋友化身為 500 年前印刷匠。)

( 哇 ! 每個人的小書成品都好讚喔 !)

 107.01.17 華盛頓小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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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仔細研究印刷網點的奧妙。)　

(小朋友正在仔細尋找自己的姓名鉛字。)

107.01.18 南郭國小

107.01.22 澎湖中興國小

14 http://twin.ppmof.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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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真專心使用蠟筆拓印中。)（大家對於印刷歷史充滿好奇，四處參觀呢！）

（拓印第一步：紙張壓好固定住，拓印才漂亮。）  ( 油墨塗抹越均勻，印壓出來的文字就越漂亮。)

107.01.23 樹義國小

（小朋友挑戰自己對發票的認識有多少。）

( 小朋友化身為

500 年前印刷

匠。)

（看我挽起袖子學印刷。）

 107.01.31 伊頓英語安親班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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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方案

臺灣印刷探索館以體驗、學習為基礎，為產業教育帶來新的

課程服務，以印刷體驗為核心，進行美學能力培養，滿足多

元化的需求，我們有各種課程的規劃，歡迎來電洽詢。

A行程

方案 內容 預估時間

B行程

C行程 3~3.5hr

2~2.5hr

1hr

臺灣印刷探索館參觀、DIY
、季節限定體驗

臺灣印刷探索館參觀、DIY

臺灣印刷探索館參觀

1.  3歲以下兒童免費入場。 
2.  年滿65歲以上長者。 
3.  持身心障礙手冊人士。 
4.  本館志工。

100元 90元 Free

一般觀眾 台中市市民
(需驗身分證或駕照住址)

備註

購票資格

票價(元)

需憑證換票。

※團體預約請來電洽詢！

憑票根可折抵50元消費
(含DIY活動及商品消費)，

全票票種 敦親睦鄰票 免費參觀資訊

開放時間 

參觀方式

預約方式

DIY活動

9:00~17:00 週一休館

(預約導覽場次9:00 10:00 14:00 15:00)

本館採預約制，建議上網預約參觀行程，導覽時間

以本館網頁公告為主，單場預約以35人為限。

線上預約報名，報名完成後即保留名額。

若您沒有E-Mail帳號，也歡迎來電預約。

無論平假日，報名人數累積10人以上才開放，

未滿10人將於參觀日前通知取消。

課程特色

DIY種類

報名人數

適合對象

依據您的需求量身訂作屬於您的印刷小旅行，內容包含印刷知識的了解

、好玩有趣的DIY、還能讓您體驗印刷師的工作喔!!

印刷相關手作體驗，依年齡不同規劃適合您的DIY體驗。

20人以上團體預約量身訂做課程，請於活動前20天報名。

幼稚園中班以上、國小、安親班、課輔班、國中、高中、高職、大專、

親子同樂、公司機關、社團聯誼等團體。

印刷小旅行 ～量身訂作套餐行程，歡迎來電洽詢～

5 O
PT

IO
N

6 O
PT

IO
N

2
3
4

1 我們配合特定季節、節慶推

出限量DIY，晚來就做不到

了喔！

我們配合特定季節、節慶推

出限量DIY，晚來就做不到

了喔！

燈籠100 元
運用絹板印刷，選擇你喜歡

的紙張，手工縫製一本全世

界獨一無二的筆記本吧！

手工書180 元

有趣的棉紙撕畫，跟著步驟
走即可完成一幅美麗作品喔
！也可以加入創意巧思讓畫
面與眾不同喔！

棉紙撕畫200 元

選擇自己喜愛的圖案絹印，
並黏貼裝飾自己的時鐘帶回
家吧！

時鐘250 元

扇子100 元

7 O
PT

IO
N

運用版畫陰刻與陽刻的關係創

作自己的印版，再透過拓印方

式，印出自己的畫作。

樹脂版畫220元

印要玩DIY選擇介紹印要玩DIY選擇介紹

棉T體驗499元
設計創作專屬於自己的

T-shirt，體驗印製棉T樂趣，

穿出屬於自己的風格。

唐
詩
三
百
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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