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覽檔期申請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影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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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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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的力量》主題電影院

展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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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風    The Spy Gone North 
播放場次：02/23 (日) 一場 /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1993年，暗號「黑金星」的南韓「國家安全企劃部」情報員朴錫英，假扮成南韓商

人跟北韓進行商業交易，藉此滲透北韓軍事單位，打探核開發情報。

他得在最危險的地方，贏得敵方的信任，沒想到一心只想完成任務的他，卻在不自覺

中陷入南北韓權力高層間的恐怖陰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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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片長137分鐘 [韓] 

02/06（四）

潛水鐘與蝴蝶

The Diving Bell and 
the Butterfly

1995年，鮑比還是法國時尚雜誌Elle的總編輯，才情俊逸，開朗健

談，熱愛人生。然而，到了年底，44歲的他突然腦幹中風，全身癱

瘓，不能言語，只剩下左眼還有作用。在友人的協助下，靠著眨動

左眼，他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寫下這本不同尋常的回憶錄。出書後

二天，他去世。但他告訴世人，他被禁錮的靈魂永遠活著。

片長112分

[英]

02/13（四）

王者之聲：

宣戰時刻

The King's Speech

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即將繼承王位，成為英國國王喬治六世的柏

帝，因患有嚴重的口吃問題，使他難以在人民面前樹立權威、贏得

信服。對此深感痛苦自卑的他，在妻子伊莉莎白的安排下，求助於

一位特立獨行的語言治療師萊諾，並且展開一連串艱辛且奇特的訓

練……。眼看戰爭在即，人心惶恐，人民需要一位強而有力的統治

者挺身而出、掌控全局。而這位曾連話都說不好的國王喬治六世，

竟在此重要時刻，發表了一場最觸動人心的經典演說，深深地鼓舞

了當時身陷戰火中的英國軍民……。

片長119分

[英] 

02/20（四）

我想念我自己

Still Alice

愛麗絲是一位才智過人、事業家庭有成的大學教授，正值人生顛峰

時，卻被診斷出罹患了早發性的阿茲海默症。當她一步一步失去記

憶，家人和同事的關係也跟著改變，愛麗絲漸漸發現失去記憶並不

代表失去生命中的一切……。

片長101分

[英]

02/27（四）

聽我，看我，

告訴我

Marie's Story

如果生命的風景注定漆黑一片，讓我們牽著彼此的手勇敢邁步向

前。天生看不到、聽不見也無法言語的瑪莉，從小舉動如野獸般粗

暴，十四年來父母無能為力，連專收聾啞的修道院都拒她於門外。

善良的瑪格麗特修女獨排眾議收留瑪莉，日復一日地細心教導瑪莉

手語，伴她走出寂靜與黑暗的靈魂牢籠。兩人間的羈絆日益加深，

修女的身體健康卻突然惡化，在剩餘不多的日子裡，她必須教導瑪

莉人生的最後一堂課……。

片長95分

[義] 

中和新蘆線永安市場站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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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放場次及時間：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橡皮擦 / 擦子 / 擦布？  立可帶 / 修正帶？  你會怎麼說？

Thx / 3Q / 多謝哩  早ㄕㄤˋ / 早ㄕㄤ˙   該怎樣說才好？

你會把 JK 看成 Just Kidding 還是女高中生？

顆顆、呵呵、XD 與 ww  哪個才是你的笑聲？

語言與文字是人類豐富文化、歷史的展現，最能快速反應社會變遷。

讓我們一起看看，還有哪些有趣的語言文字小知識吧！

為何我們這樣說話？

你相信《我靠XX元賺到XX元》、《X年存(賺)到XX萬》嗎？

你猜猜看買一送一為何有得賺，

飲料第二件六折與兩件八折有什麼不同？

雖然每次理財與消費都是件小事，但卻深遠地影響我們的人生。

了解商業廣告與行銷活動，

培養良好的消費習慣可能比你想得更重要。

試著掙脫低價與幻想編織成的網，重新掌握自己的錢包吧！

日期：02/03～03/02     地點：1F 新書展示區 

你的錢包不是你的錢包！？
日期：02/03～03/02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臺灣好地方 ─ 館藏舊籍地方制度暨方志類書展
日期：02/04～08/30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臺灣老地名好有趣！「葫蘆墩」是哪

裡？「安平鎮」不是安平？阿公店、蕃薯

寮…老地名中藏著臺灣史。臺灣在1920年重

新劃定行政區劃，並進行二戰以前最大規模

的地名變革，許多地名流傳迄今。

今年逢1920年「地方制度改正」100周

年，我們特別將館藏與地方制度有關的舊籍與方志整理展出，邀請您一起來看看這些珍

貴的館藏，認識臺灣地方制度與老地名的故事！

閔玉真老師 ─ 兒童繪本插畫展
日期：01/31～02/19      地點：4F 雙和藝廊 

★提醒您依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110年1-6月雙和藝廊、臺灣藝文走廊展覽檔期開放申請囉！
申請時間：即日起～03/31      

申請方式：

請填妥展覽場地申請表（請至本館入口網 / 活動訊息 / 展覽

頁面下載），備齊相關申請文件，mail至cls@mail.ntl.edu.tw 或寄

至 本 館 企 劃 推 廣

組收，信封上註明

「申請110年上半

年度展覽場地」。

詳細內容請上本館

網站查詢。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電話：(02)2926-6888 #5413 蔡小姐   雙和藝廊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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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欣賞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轉化
日期：02/22～03/08      地點：4F 雙和藝廊 

一件事物，轉變其原來的性質，化成另一種本質截然不

同的事物，是為「轉化」。

數位藝術創作如電腦繪圖等，在圖像創作當中，內容資

料不斷「轉化」，形成一種新的創作形態，這些形態媒介可

能從虛擬到實體，也可能從實體到虛擬，過程來回轉換，形

成一種有趣的創作作品。

本次邀請許多有經驗藝術家，透過他們自己內在思維與

生活經驗，轉化成個人的創作作品，希望帶給觀者不同的體

驗，以及對數位藝術之美的體悟。

開幕式時間：02/07（五）09:30

開幕式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閔玉真老師是臺灣本土專業的兒童原創繪本插畫家。畢

生致力於繪本插畫創作多達三十餘年，同時也出版了一百多

本的兒童繪本、圖書……等。

其創作用多種繪畫技巧及各種素材，如水彩、廣告顏

料、粉彩、壓克力、彩色墨水、電腦繪圖……等。作品除了

得到國家金鼎獎肯定外，更於2001年得到國際義大利波隆那

童書創作繪畫獎殊榮，也於義大利、法國、中國等地相繼展

出，並刊登於2001年波隆那插畫年鑑中。

中山樓為1966年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

百歲誕辰及復興中華文化而興建，擁有獨特

的古蹟文物、建築美學、憲政歷史及四季生態環境等，本展結合AR、VR及互動投影

技術呈現中山樓歷史故事及四季生態之美。

開放時間：每日9:00、10:30、13:30、15:00 ( 除國定假日、機電維護及場地租借 )

展示地點：陽明山中山樓 1樓特展走廊 (台北市北投區陽明路2段15號)

預約方式：專線電話:02-2861-6391#107、113

預約網站：https://reurl.cc/9zGpkV (參觀日前5天預約、週六、日每場限60人)

四季互動特展

  中山樓故事館                                  電話：(02)2861-6391 #107 #113

109年度國立社教機構及文化機構寒假活動 

Muse 大玩家 ─ High 客任務 
時間：01/20～03/31     

集點蓋章處：1F 借還書櫃臺

聯合各館所展示教育資源，舉辦社

教、文化機構聯合行銷主題活動，以

「High客任務」為活動主軸，規劃適合

親子參與的主題活動，並印製《活動&集章DM》，凡持活動集點

卡參訪各館所集滿3點，即可擇任意一館所兌換宣導品，歡迎民

眾踴躍參與。詳情請參考活動官網： (http://muse.moe.gov.tw/)



親
子
活
動

講 

座

鄭嘉欣（宇皓法律事務所律師）

罹患失智症長者，經常苦於記憶障礙，無法完整陳述受冤

枉、被設局陷害的困難，往往造成後續追訴犯罪、民事求償的

窘迫困境；或失智症病人礙於病情發展，做下身不由己的犯罪

行為，面臨刑責、法律追訴時，家屬該如何脫困求救？書中的

案例與法條，是有需要的讀者們不可不知的基本自保。

《失智症事件簿：法庭交鋒錄》
時間：02/19 (三) 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自由參加，13:30入場，額滿為止)

 02/05（三）△ 電車來囉 / 慧民 阿姨         

                     ▼ 睡吧！像老虎一樣 / 蘋果 阿姨

 02/12（三）△ 黑色的豬 / 鳳梨 阿姨                       

                     ▼ 前面還有甚麼車？ / 繼英 阿姨

 02/19（三）△ 來跳舞吧、綿羊孵蛋 / 梅子 阿姨            

                     ▼ 小班想要風箏，他很努力 / 梅德林魔法師 

 02/26（三）△ 請問一下，踩得到底嗎？ / 寶英 阿姨                   

                     ▼ 琪莉和琪莉莉：去草原玩 / 圈圈 阿姨

泰瑞的冒險王國                                      片長106分鐘

日期：02/08（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尋找快樂，從心開始！泰瑞從小最喜歡奶奶寫的童

話故事：一個充滿歡樂的世界，有快樂巫師和呆頭呆腦

的龍。長大後的泰瑞經營著奶奶留下的遊樂園，某日，

他意外進入了奇妙的「動感王國」，這裡跟奶奶書中的

童話世界一模一樣，卻因壞脾氣巫師的詛咒而失去了歡

樂。

為了回到原本的世界，泰瑞得協助黎明公主一同找

到重拾歡樂的咒語，一場超乎想像的奇幻冒險就此展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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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繪本
日期：01/02～02/29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提到韓國，除了耳熟能詳的泡菜、韓劇與韓國明星外，

在小小孩的繪本世界中，也有愈來愈多好看的韓國翻譯繪本

喔。

109年1~2月親子資料中心搭配臺北國際書展，以韓國

作者出版的繪本為主題，挑選一系列好書，歡迎親子一起

到館賞讀。

《森林的元宵節》繪本故事活動
日期：02/08（六）11：00－12：00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教室 

故事帶領者：世界宗教博物館奇幻精靈劇場

對象：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

        （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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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場

地座位有限，僅提供75位取號者入內觀看，親子優先取票(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

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亨利出生就注定看不見這個世界，且他的關節發育

不完全，即使動了許多手術，仍沒有任何幫助，他必須

終生依靠輪椅。

他的父親為了他犧牲了自己的夢想，不但努力幫助

亨利克服視障及身體上的殘缺，並透過音樂發揮他的才

能，讓全世界看到上帝賦予他的潛能，最後他成為了一

名成功的鋼琴家、小號手和歌手。

逆光前行
時間：02/15 (六) 14：00－17：00   地點：1F 簡報室  

＊1F簡報室座位計有75席，放映前30分鐘開放自由入

座，視障者優先入場，額滿為止＊

片長96分鐘

西元19世紀，隨著基督教長老教會進入臺灣宣教，這套在

廈門所創造推行的白話字拼音文字系統，也隨之進入臺灣。此

後，不僅在福建地區，包括臺灣與東南亞的基督教會，也都普

遍地使用這套文字系統。例如，1885年在臺灣刊行的《臺灣府

城教會報》，即是使用白話字當作訊息傳遞的媒介。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套文字系統也隨著教會學校與

民間的傳播，得以讓非教徒學習與使用，更有用以書寫客家語

及原住民語的出版品。本館相關特藏中，典藏有宣教用的新舊

約聖經、聖詩、聖歌、主日學、勸世文等資料，以及教育用的啟蒙教材、基礎教材或

相關研究等，甚至連天主教也受到影響而編有教材等。歡迎讀者來館利用！

漢字之外 ─ 臺灣白話字的世界
時間：01/02～02/29      地點：5F 參考室書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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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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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本童書園—故事戲劇時間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與作家有約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臺灣學系列講座延伸閱讀書展          電話：(02)2926-6888 #4221 陳先生

奇幻遊樂園                                            片長106分鐘

日期：02/22（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一位富有想象力，創造力，擅長數學、建築和工程

設計的12歲小女孩茱恩，她和她的母親每天都會一起異

想天開打造她們專屬的、雄偉壯觀的奇幻遊樂園，卻沒

想到它竟然成為真實。

但是當她鍾愛的遊樂園受到毀滅的威脅，只有她才

能夠拯救她的精心傑作─靠著她無窮的想像力和幾個非

常特別的朋友的幫忙。

金善孝（中國文化大學副教授）

韓國文化在生活、飲食、語言等多種領域都保持著固有的

文化。在此當中，韓語擔當了展現韓國文化的重要作用。韓文

於1443年，朝鮮世宗大王以及集賢殿的學者們一同創制的語

言。語言創制的原理包含科學及哲學，這給語言學家們帶來了

莫大的驚喜。此外，越了解韓文，就越容易了解韓國的文化。

韓文當中體現了韓國人的行動和人際關係。

「韓國文化與韓文한국문화와 한국어」
時間：02/06 (四) 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自由參加，13:30入場，額滿為止)

  閱讀講座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電子資源推廣課程               電話：(02)2926-6888 轉4211或4223 吳小姐 

時間：02/20 (四) 14：00-17：00     

地點：4F 4045教室

報名方式：(1) 網路報名：本館網頁活動報名、全國教

師在職進修資訊網或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

口網。

(2) 電話報名：(02)29266888轉4211或

4223吳小姐 ( 週一至週五 09:00-17:00 )。

注意事項：(1) 參加課程前，請先申辦本館借閱證。(2) 

上課可自備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與行動

網路 ( 館內雖提供免費無線網路，但人多

時可能影響連線速度 )。

數位溝通的時代，行動載具已成為網路交流必備工具。本課程從實用主題入

門，讓新手輕鬆滿足生活應用所需，同時體驗圖書館豐富多元的雲端資源。

智慧載具雲端悠遊樂～掌上載具樂逍遙 (生活智慧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