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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聯絡人：杜丞左

電話：02-7736-5641

Email：tuchinte1002@mail.moe.gov.tw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6日

發文字號：臺教文(一)字第107000843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附件1_國立臺灣博物館來函、附件2_宣傳海報、附件3_活動內容概述(107000843

7_Attach1.pdf、1070008437_Attach2.jpg、1070008437_Attach3.docx)

主旨：函轉國立臺灣博物館舉辦之107年寒假「Blast to the Pa

st: Walking Tour of Old Taipei」英語導覽活動案，請

協助宣傳，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國立臺灣博物館107年1月10日臺博推字第1073000107

號函（附件1）辦理。

二、檢附旨揭活動英文版宣傳海報（附件2）及活動內容概述

（附件3），請貴校惠予協助轉知校內國際事務主管單位或

華語文中心，鼓勵所屬踴躍參與。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國立臺灣博物館 2018-01-16
14:55:05

國立嘉義大學

1070000743　107/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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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博物館　函

地址：10047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71號5樓

聯絡人：方慧詩

電話：(02)23822699 分機 466

傳真：(02)23822684

信箱：hsfang@ntm.gov.tw

受文者：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10日

發文字號：臺博推字第107300010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07D000085_107D2000038-01.jpg、107D000085_107D2000039-01.docx)

主旨：有關本館舉辦之107年寒假「Blast to the Past: Walkin

g Tour of Old Taipei」英語導覽活動，請貴單位（校）

惠予協助轉知並鼓勵所屬踴躍參與，請查照。

說明：

一、為提供友善國際觀眾之臺灣深度旅遊經驗，本館自106年6

月起每月舉辦一次英語城市散步導覽活動「Blast to the

 Past: Walking Tour of Old Taipei」，針對國際旅客

介紹臺灣歷史與古蹟，並提供聽導民眾老臺北古蹟地圖與

友善店家資訊。

二、本活動訂於107年1月13日、2月24日上午9時30分至12時辦

理，於北門廣場(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120號)集合，憑

本館門票將可免費參加，詳情請至活動頁面：goo.gl/8QFm

SN 查詢。

三、檢附活動海報，請協助轉發貴單位（校）國際人士與相關

同仁。

正本：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國立

臺灣大學、交通部觀光局、內政部移民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輔仁大學學校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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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法人輔仁大學、淡江大學、臺北市立大學、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桃園市政府

副本：本館教育推廣組 2018-01-10
17:08:26





 

“Blast to the Past” NTM Walking Tour of Old Taipei 
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y there are so many Western architectures in 
downtown Taipei? How did it represent the modernization of Taiwan? Who built 
all these buildings?  
Why was the 228 Peace Park renamed after one of the most traumatic 
incidents in Taiwan? What are the significant monuments in the Park that 
relate to LGBT history in Taiwan? 
Let us guide you through the hidden history of Taipei! 
 
■Date: Jan. 13th, Feb 24th (Sat.)  
■Time: AM9:30- 12:00 (2.5 hrs) 
■Meeting Point: North Gate/ Beimen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120 號) 
■Fee: NT$50 Regular, NT$25 Discount (transportation cost not included; 
admission and tour map included!) 
■Online registration (25 persons) via google 
form : https://goo.gl/forms/DxSztE3ZPYmbt2I93  
■Onsite registration (15 persons) at AM 9:15 at the meeting point. 
. 
■Route:  
The North Gate (Beimen)--> Guanqian Rd. --> NTM main building--> Teng-yun 
Express Train Engine --> 228 Peace Park --> (Bus Ride) NTU Hospital --> 
Taipei Guest House, Presidential Office, Taipei First Girls' High & the South 
Gate (Nanmen)--> Taiwan Tobacco& Liquor Corp. --> Nanmen Park --> 
Permenant Exhibition "Refining Fragrance: The History of Camphor Industry 
and Nanmen Factory" --> Footprint Market for a taste of local organic tea and 
eco-friendly agricultural products! 
 
■Contact: Ms. Phaedra Fang  hsfang@ntm.gov.tw 02-23822699 #466 
http://www.facebook.com/NTMtour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goo.gl%2Fforms%2FDxSztE3ZPYmbt2I93&h=ATN5mRmPG_Cgnx84S8lPFmq4TTjVbaGWY0EB9PjZHlWGP04Jd_ZlrIDZnu-kLT7KX_p4Irpucu9EZZ4n1s00ol7XDw0F4zWWvMZWep-0xLtDCQMaahTPHJkIgvHJdrTiVEVNjN1qLAMud2prSQVwAGHVrBFPBtQR8ypS-IxkeoXlu0M
mailto:hsfang@ntm.gov.tw
http://www.facebook.com/NTM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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