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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未滿6歲之兒童不得觀賞，6歲以上12歲未滿之兒童須父母、師長或成年親友

陪伴觀賞！ ：未滿12歲之兒童不得觀賞！ ：未滿15歲之兒童不得觀賞！ ：未滿18歲者不得觀賞！

★ 第一場放映時間13:45開放進場、14:00開始播映。 ★ 第二場放映時間16:15開放進場、16:30開始播映。
★ 詳細入場方式及時間，請詳閱現場公告。本館保有上述使用規定解釋權，若有未盡事宜，依現場公告為準。

《科技兩面刃》主題電影院 ★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

加入 FB 粉絲
團，來跟我們
互動吧!

訂閱電子報，
更快速獲得活
動訊息 !!

暫停開放

11/05(四)

視界戰

Anon

在2030年的未來，為了降低犯罪事件，政府從幼兒一出生就
在瞳孔植入晶片，只要一睜開眼，所見之物便會串連至雲端，
政府隨時能透過系統，擷取民眾所見事物。任何行為都在監管
之下，雖然犯罪率降低，但也從此失去隱私。然而，在一級首
都發生多起離奇謀殺案，被害者死前所見都是被另一個自己所
殺死。偵探薩爾發現一名年輕女子能駭入政府系統，讓系統完
全無法追蹤到她的資料；她能改寫眼前所見事物與隱藏自己蹤
跡。她的能力，讓偵探認為她與謀殺案極有關連……

片長100分

[英]

11/12(四)

來自愛麗絲的問候

Alice Cares

人類的智慧及社交模式是否真能被機器人所取代？用機器人照
顧老人真的可行嗎？為因應愈趨高齡化的社會，阿姆斯特丹研
發團隊發明了一款名為愛麗絲的機器人，專門協助照護、陪伴
老人。除了對老人的需求做出回應，也可同時誘發老人的情緒
反應。

片長80分

[荷]

11/19(四)

鋼鐵麥斯

Max Steel

高中生麥斯的父親意外死亡，他搬回老家，找尋父親的過去，卻
意外獲得超能力與一個飛行機器人，經由訓練後麥斯逐漸掌握這
股力量，穿上盔甲發揮潛在力量變成鋼鐵戰士，以對抗威脅世界
的神祕力量。

片長93分

[英]

11/26(四)

非凡智慧

Uncanny

天才科學家大衛，創造了世界首具擁有高度人工智慧的機械人
亞當，並邀請當紅的科技雜誌記者蕎依，進入實驗室進行一週
的近距離專訪。在採訪的過程中，蕎依深受聰明又充滿抱負的
大衛吸引，萌生情愫的兩人開始越走越近。而將一切看在眼裡
的亞當，竟產生如人類般的忌妒情緒，行為更變得有些怪異與
偏激……

片長85分

[英]

播放場次及時間：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科技突飛猛進，資訊日新月異。人類社會正以超高速汰舊換新，

折疊式手機、隨身聽、CD播放器問世短短30多年，已被人們拋諸腦

後。某些神話，也不再是不可思議，

不用電線就能充電的電池、能用腦波操控的機器人，挑戰你我的想像

極限。30年後的世界，究竟會變成怎樣呢？

30年後的柴米油鹽
日期：11/03～11/29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翰墨有法〉傑閣書會第五次會員聯展

日期：11/11～11/25      地點：4F 雙和藝廊 

傑閣書會成立於2012年，是由臺灣名書法家連勝彥先生擔任指

導老師，現有會員40餘位，多來自文、教、商等行業，秉持對漢字

藝術的喜好，在社團中相互切磋觀摩，學習與成長。歷年舉辦會員

展皆獲好評，期許立基於傳統，精進發新意。

本次<翰墨有法>展出的作品型態，其一是嚴謹的經典再現，以

臨帖呈現書法學習的體悟功夫；其二是學員各自的體會與創意，藉

筆、墨、形、韻及裝裱形式來傳達漢字藝術的新象與內涵。

書會官網  https://shudau.blogspot.com

★提醒您依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雙和藝廊                   電話：(02)2926-6888 #5416 企推組  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影片欣賞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B1演藝廳座位計有500席，放映前30分鐘開放入場，身心障礙者優先入座，額滿為止★

一級玩家 Ready Player One
播放場次：11/29 (日) 一場 /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世界瀕臨混亂與瓦解的邊緣，人們只能從虛擬世界「綠洲」中尋求慰藉。遼闊的虛擬實

境宇宙「綠洲」由鬼才詹姆士哈勒代所創建，他在死後的遺囑中宣布，要把5千億的遺

產留給第一個找到「程式彩蛋」的人，而彩蛋就隱藏在虛擬世界「綠洲」中，獲得遺產

的人同時可以掌控「綠洲」。這個消息一公佈立刻引發全球玩家的激烈競爭，因為在當

時，「綠洲」已經成為全世界最重要的經濟命脈，控制「綠洲」就等於控制了世界與未

來，也因此成了兵家必爭的重要大事。當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少年韋德瓦茲，以黑馬之姿

進入這場競爭遊戲中，他頓時在這個神祕、新奇又危險的幻想宇宙中，陷入一場生死攸

關的尋寶遊戲。

片長140分鐘 [英] 

捷運	 中和新蘆線永安市場站下車

公車	 	57、214(直)、綠2、橘2、板橋基隆線在捷運永安站下車(中和路)	227、275、304重慶
線、304承德線、臺北三峽線在永安市場下車	(永貞路)、5在中安街站下車(中安街)

你有看過幾年前的一部科幻紀錄片〈人類消失後的世界〉嗎？人類會

如何消失？當遭遇足以破壞社會秩序、毀滅人類文明的變化後，地球會變

得怎樣？我們將何去何從？一起看看，作家們想像中的人類末日吧？

跟隨主角冒險進入奇幻的冰雪世界中，從影片裡學習如何辨識危險情

人，面對生命中的傷害，又該如何選擇寬恕，找回生命的幸福？

講師：吳庶深(彷彿一位大廚的生命教育專家，透過電影精華片

段聽眾分享豐富的生命饗宴，包含前菜、主菜、甜點或飲料)

注意事項： 1. 限額70名，報名者優先入場。

 2. 10月14日下午5點開放報名。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圖書館、華人情感教育發展協會

末日的想像

第一場：「真愛不見了？─冰雪奇緣1＆2」

魔術方塊中的數學

數學速算魔法

日期：11/03～11/29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日期：11/15(日) 13：3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日期：11/7(六) 09：30－11：30      地點：4F 4045教室

日期：11/28(六)09：30－11：30      地點：4F 4045教室 

 青少年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愛情冰風暴」大師電影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科普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4212 楊先生

片長114分鐘 [韓] 

*1F簡報室座位計有75席，視障者優先入場，額滿為止*

學有紙境永保安康古籍線裝揭密展覽
本次特展因應今年疫情，自本館特藏挑選與中醫相關古籍線裝展示，並由圖書醫

院修復人員修護古籍線裝，參觀民眾可見已修護過的古籍線裝呈現之柔軟細緻。

本次展覽內容涵蓋十大主題，包含宮廷用藥及中醫內科、中醫外科、中醫兒科、

中醫婦科等，現場展示經巧手修復的圖書，並可預約專人導覽，並且免費提供自製中

醫防蟲藥包(送完為止)，以推廣圖書維護保存觀念，歡迎踴躍參觀。

展覽時間：10/20～12/28

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5樓特展室

預約導覽：週三下午2點至4點專人導覽30分鐘(請提前一週預約，預約導覽，三人以上)

 圖書醫院展覽                   電話：(02)2926-6888 #4217 簡先生

電影名稱：最美的約定
日期：11/21 (六) 14：00－17：00 (13:30開放入場)    地點：1F 簡報室

導賞人： 黃英雄老師（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仁圭30歲，智能水平像是10歲的孩子。他的母親愛春每天

照顧他，母子倆總是吵吵鬧鬧，卻又不能沒有對方。雖然日子

有點苦，兩個人的生活時常充滿笑聲。直到愛春被檢查出癌症

末期，她知道自己無法一輩子照顧這個大孩子。她決定為兒子

做準備，讓兒子可以獨立生活。少了母親的生活該如何是好？

在這一趟又笑又淚的告別旅途上，仁圭要學會自己摺被、煮

飯、搭公車、找工作……，他必須學會長大、學會跟媽媽說再

見。

 電影聽賞活動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拿麼厲害」原住民族主題特展

日期：10/27～11/22      地點：1F臺灣藝文走廊     

「拿麼厲害：Macaqu/ Malmananu/ Matamasaz」是當代原

住民對有能力及辛勤者的讚嘆詞，展覽內容呈現原住民族身

處當代大環境衝擊中，如何走出自己的路，著重於原住民族

對於自身形象的主觀認知，表現原住民族自主又自在的生活

面貌，並展現主流社會面對這些原住民族主體發聲下，對應

的反饋。

 臺灣藝文走廊                   電話：(02)2926-6888 #5416 施小姐

中山樓婚紗拍攝                            電話：(02)2861-6391 #113 鄭先生 

見證愛情，締造專屬婚紗美景！陽明山中山樓婚紗拍攝開放了！

適用對象：個人、婚紗攝影公司與工作室      

開放時段：9：00—11：00、11：00—13：00、

               13：00—15：00、15：00—17：00

費用及繳費： 每時段費用為1,000元(含稅5%)，請於使用前

15分鐘現場繳費

申請程序：申請者請於拍攝日前14日提

出申請，經本館審核同意後辦理相關申請

事宜。更多資訊請參考中山樓官網: http://

chungshanhall.ntl.edu.tw

終結句點王．online讀書會
「世界糟糕透頂，我們必須吃飽睡飽，才有力氣打仗！」

清晨一張眼，面對的就是忙碌及挑戰，希望每件事都做到完

美，失敗了，只能重新站起來，週而復始的自我折磨。但沒有人是

完美的啊！不要再撐了，放過自己，來頓暖心餐，好好休息，活力

滿滿，重新出發！

共讀書籍：《吃飽睡飽，人生不怕》

時間：11/10、11/24（二）晚上19：30-20：30

頻道：國立臺灣圖書館YouTube頻道

講師：宋怡慧老師 (丹鳳高中圖書館主任)

參加方式：讀書會不需報名，只要到國臺圖YouTube頻道就可以線上參加囉！

第4期讀書會時間：11/10、11/24、12/08、12/22  晚上19：30-20：30

 線上讀書會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生命和平‧地球永續」環保電影活動
時間：14:00－17:00(13:30－13:50開放入場)   地點：1F 簡報室

11/04(三) 《加百列的東非七十天》Gabriel and the mountain 

11/11(三) 《跟爺爺說再見》Goodbye, grandpa  

11/18(三)  《龍捲風先生藤田哲也》Brave Mr. Tornado : 
        meteorology's savior of aviation 

11/25(三) 《蝴蝶》Le papillon

主辦單位：靈鷲山佛教基金會、國立臺灣圖書館
協辦單位：愛‧和平‧地球家(GFLP)、生命和平大學

 環保電影影展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電子書展

報名連結

報名連結

粉之彩～臺灣粉彩畫協會會員聯展
日期：11/28～12/13      地點：4F 雙和藝廊 

本次展覽由兩協會攜手合作，作品內容包含生活印象、人文、

生態寫實以及心靈表現等，主要呈現現代人對生活與藝術的追求，

共計展出76件，皆為會員自我創作之作品，精彩可期。

粉彩媒材兼具水彩與油畫特質，透過畫家之手呈現出不同的畫

風，其風格保留了傳統寫生技法與印象畫派美學。展出作品中有多

位獲得國際粉彩藝術比賽得獎者、專職美術教育的教師們，以及資

深的專業、業餘畫家等一同聯展，題材相當豐富且精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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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三） △ 給我咬一口、安東醫生迎接小寶寶 / 春梅 阿姨          

 ▼ 動物村洗手大賽 / 楚萍 阿姨

 11/11（三） △ 歡迎光臨口罩動物村 / 兔子 阿姨             

 ▼ 大佛運動會 / 圈圈 阿姨 

 11/18（三） △ 傻瓜王國的聰明皇后 / 淑慧 阿姨           

 ▼ 奇怪的客人 / 蘋果 阿姨 

 11/25（三） △ 別怕!我有九條命 / 繼英 阿姨             

 ▼ 藍色小洋裝 / 梅德林魔法師

糯米歐與茱麗葉
日期：11/07（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原為莎士比亞經典名作《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故事，竟

也發生在裝飾花園的小矮人世界中！每當主人出門，這群裝飾

花園的小矮人便馬上活起來。紅矮人和藍矮人這兩家為誓不兩

立的死對頭，總是處心積慮地要破壞對方的花園。然而，藍矮

人接班人糯米歐在因緣際會下，遇到了紅矮人領袖的女兒茱麗

葉，兩人一見鍾情。但是，兩家族就在此刻發生有史以來最大

的爭執，還引發暴動！糯米歐與茱麗葉這對戀人，到底要如何

平息這場暴亂，以及化解兩家的仇恨為自己寫下幸福快樂的結

局呢？”

聽故事時間 
時間：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教室    

對象：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   自由參加（活動前 15 分鐘開始進場）

日期：11/28（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 當《冰原歷險記》的爆笑冒險，遇上《小王子》的浪漫奇想

★ 法國頂尖動畫團隊製作‧年度最可愛、最華麗、最爆笑的冒險動畫

 隨著太空船因意外事故爆炸，在逃生過程中小威利被迫與家人

分開，他的救生船降落到一顆原始無人的星球。在那裏，他唯一的夥

伴和依靠是一台古怪又能幹的維生機器人「巴克」。由於與父母相聚

的日子遙遙無期，救援船也遲遲未出現，威利必須設法在這個充滿怪

奇生物的星球奮勇求生！”

活動當日下午13：00開始請先至1樓親子資料中心櫃臺領取號碼牌，活動前15分

鐘憑票依序入場；活動開始後不再開放入場，以免影響讀者觀賞影片的權益。配合防

疫，請全程配戴口罩！親子優先取票(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

威利的異星大冒險 中文發音、中文字幕、片長89分鐘

 親子影片欣賞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故事童樂會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原住民講座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王宏豪 助理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當代詮釋臺灣原住民樂舞的過程，早期常誤用似是而非的山地

歌舞動作在國家出訪的文化訪問團或重要節慶活動中，不當的文化成

見常讓原住民朋友感覺不適和不受尊重，本次講題擬透過當代史料分

析漢人對原住民樂舞的不當成見為何有時代普遍性？其時空背景和機

轉為何？被漢族中原舞蹈轉化過的山地歌舞對當代原住民樂舞產生何

種影響？

「當代臺灣原住民樂舞發展的轉化」
時間：11/11 (三) 14：00－15：30      地點：4F 4045教室

【歡迎光臨海廢雜貨店】主題書展

日期：11/01～11/30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隨手丟棄的垃圾，進入海洋、流入魚腹，再回到人類

的餐桌；這不是學者專家預告地球環境惡化的未來警語，

而是每天都在真實發生的急迫現況。除了實際的淨灘行

動，想知道如何保護海洋及生物，並且更加了解廢棄物對

環境的實際影響嗎?本月親子資料中心準備一系列繪本好

書，歡迎光臨我們的海廢雜貨店，從繪本中探索更多的海

洋環保知識。

 繪本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政府出版品主題講座/書展                   電話：(02)2926-6888 #2110 盧小姐

林思玲 老師（國立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副教授）

臺灣老房子裡的每個物件，都在堆疊著臺灣人在這個時間長河裡

的流金歲月與生活漣漪。就請稍駐片刻，讓我們以一場桌遊的時間，

來換取您對臺灣老容顏的更加認識與憐惜吧!本次活動除同步規劃辦

理「失落的記憶－臺灣老建築的興亡」主題書展外，也特別規劃《危

蹟四伏》文化資產桌遊講座，並邀請該桌遊設計者及其指導老師林思

玲副教授，以其豐富的文化資產推動及參與經驗，期望透過寓教於樂

的方式分享文化資產保存概念，讓讀者在一探各地古蹟歷史興衰同

時，也能從中體會並珍惜臺灣各地老舊建築與古蹟文物的可貴！  

越南電影導賞--青木瓜之味

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危蹟四伏」專題講座

「失落的記憶－臺灣老建築的興亡」主題書展

1. 多元文化影展

時間：11/28 (六) 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參加方式：自由參加（建議12歲以上讀者）

備註：本講座提供教師研習時數及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認證2小時

時間：11/03～11/29  09：00－21：00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時間：11/08(日) 09：15－12：15     地點：1F 簡報室

參加對象：一般民眾60人/線上報名。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網址https://bit.ly/2EYJYo8，或掃描QR-code報名。

 「樂在多元@東南亞」系列活動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

官怡君 醫師（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神經內科專任主治醫師）

本講座特與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合作，藉由失智症專責醫師-

官怡君醫師以深入淺出的介紹，希望增進民眾對失智症及失智症者

的關懷有正確的認識，正確理解失智症並成為失智症者的支援者

(supporter)外，更希望讓社區內的失智症者及其家屬安心自在地生

活，熱心守護並主動支援失智症者及其家屬，建立失智症者安心生活

的社區，共同打造友善社會。

孫大川（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兼任教授、前監察院副院長）

失智症講座「失智症守護天使」

近百年臺灣原住民文學的發展

時間：11/05 (四) 14：00－15：30      地點：4F 4045教室

參加方式：自由參加，免費入場

時間：11/14 (六) 09：30－12：20      地點：4F 4045教室

 失智症講座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臺灣學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4221 陳先生

中文發音、中文字幕、片長84分鐘

1.認識國服文化-參訪武清清越南服飾工作室

時間：11/08(日) 14：30－16：30     地點：新北市土城區
(武清清 越南服裝設計師)

2.探訪巷弄裡的家鄉--文山越南街

時間：11/28(六) 09：30－11：30     地點：臺北市文山區
(洪滿枝 南洋台灣姊妹會理事/謝世軒 (前)南洋台灣姊妹會北部辦公室主任)

3.認識穆斯林文化--參訪臺北清真寺

時間：11/28(六) 14：00－16：00     地點：臺北市大安區
(清真寺導覽人員)

4.探訪巷弄裡的家鄉--中和緬甸街

時間：11/29(日) 09：30－11：30     地點：新北市中和區華新街
(林麗雲 南洋台灣姊妹會理事/謝世軒 (前)南洋台灣姊妹會北部辦公室主任)

1.新二代觀點--家族遷移史告訴我的事

時間：11/14(六) 10：00－12：00     

(劉千萍 南洋台灣姊妹會理事、曾任教育部課審會學生代表)

2.東南亞移民工@臺灣

時間：11/22(日) 14：00－16：00     

(李岳軒 獨立媒體《移人》創辦人、曾任《四方報》菲律賓版主編)

3.尋找巷弄裡的南洋味

時間：11/29(日) 14：00－16：00     

(王瑞閔 作家、插畫家、植物研究者)

4.跨越時空的神猴：印尼與泰國的《羅摩衍那》展演

時間：12/05(六) 10：00－12：00     

(陳聖元 南藝大藝創所博士生 亞太音樂研究中心執行秘書)

2. 多元文化小旅行

3. 多元文化講堂

參加對象：一般民眾20人/線上報名。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網址https://bit.ly/3gU2pYq，或掃描QR-code報名。

地點：1F 簡報室

參加對象：一般民眾60人/線上報名。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網址https://bit.ly/2QPFe6U，或掃描QR-code報名。

(1)參觀2樓多元文化資源中心拍照上傳至本館FB；(2)參加本系列活動之任1場活動；(3)1次
借閱5本圖書。闖關完成後即可兌換精美閱讀L型夾1個及好書2本。10月至11月每月限額50
名，送完為止。

4. 闖關學習好禮送
時間：11/01～11/30     闖關學習單領取及獎勵品兌換    地點：2F 視聽櫃臺

闖關條件：一般民眾60人/線上報名。盧怡方老師（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兒童與家庭服務系講師

 微笑星球親子文化藝術有限公司親子館館長）

共讀好好玩：用繪本啟動孩子的閱讀力

時間：11/07 (六）10：00－12：00   地點：B1 樂學室  

報名方式：請掃QR-CODE 

參加對象：0-5歲幼兒家長

109年閱讀起步走(Bookstart)嬰幼兒父母學習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