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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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歲國片點點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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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星期六9:00-17:00/星期日未開放

暫停開放

01/07(四)
健忘村

The Village That 
Forgets

從前從前，在一個遙遠的村落，村民們看似無憂無慮。有
一天，發生一件離奇事件，又來了一個神秘之客「天虹真
人」，他帶來一個神奇寶物「忘憂神器」，引發了一連串危
機，更改變這個村子的命運。

片長116分

[中]

01/14(四)

52赫茲我愛你

52Hz, I Love You

在擁擠的都市中，圍繞著各種孤單的人群，沒有勇氣嘗試愛情滋
味的年輕男女、為經濟壓力所苦的愛情長跑戀人、受世俗羈絆的
中年單身人士、相愛卻不被認同的同性情侶……在全世界都為愛
情慶祝的這一天，終於輪到渴望愛情的他/她們擔當主角，譜寫出
浪漫甜蜜的戀曲。

片長110 分

[中]

01/21(四)

大釣哥

Hanky Panky

藍大釣開了一間正龍國術館，接骨、經絡推拿、放血樣樣都
不會，所有雜症只靠一味祖傳秘方「吊膏」，離奇治癒不少
人，於是大家叫他大釣哥。大釣哥的兒子藍小龍手腳敏捷攀
岩走壁，跟著老爸專偷扒手偷來的竊物救濟貧戶，希望引出
老爸的世敵黑熊。不料，為了幫助法律系畢業的心儀對象赴
美深造，小龍竟向黑熊借了兩百萬！在某次火拼時為黑熊頂
罪，以現行犯被收押。大釣哥為了幫兒子洗清罪嫌，請求舊
識同時是檢察官的母親白秀娟聯手追查真相時，扯出案外
案，逆轉全局的戲碼，即將爆笑爆淚登場……

片長110分

[中]

01/28(四)

花甲大人轉男孩

Back to 
the good times

繁星鄉鄭家阿嬤過世要一年了，鄭家全家人忙著幫阿嬤過對
年，花甲也在這時候退伍，和情人阿瑋開心重逢。隔天早晨
卻發現自己和阿瑋裸體躺在床上，還被阿瑋的父母撞見！阿
瑋古板的父母生氣的到訪花甲的祖厝討論該如何負責，讓雙
方家庭的初見面成了暴走且荒唐的鬧劇，阿瑋更氣花甲的
無能。花甲藉口尿遁躲了起來，居然自己還放了個屁臭死自
己，人生即將面對空前的危機，他該如何才能拯救自己與自
己的家族呢?

片長119分

[中]

播放場次及時間：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提醒您依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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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單
播放場次：01/24 (日) 一場 /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正月十五，夜晚的街頭鑼鼓喧天，炮炸寒單爺現場擠滿了人潮，肉身寒單阿義

站在神轎上, 威風凜凜接受信徒丟上鞭炮轟炸。忽然間成堆炸藥被引爆，震耳欲

聾，這場意外造成阿義女友萱萱的死亡。不忍心看保住性命卻喪失一切的阿義墮

落社會邊緣，正昆毅然放棄成為教師的機會挺身相助，用盡力氣將阿義拉離地獄

的深淵。歃血為盟的兄弟二人，一同經營「昆儀回收場」刻苦耐勞地生活著，卻

怎知當年意外的真相曝光之後，兩人從此在情義的天平兩端生死掙扎。炸在身上

的紋身之罪，是否能抵消深藏的錐心之痛？

片長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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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賞人：黃英雄老師(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夢想成為導演的純真青年健司，對黑白電影中的漂亮公主美雪傾

心不已。一個雷雨交加的夜晚，這部黑白電影即將作最後一次放映。

健司帶著不捨心情觀賞電影，沒想到美雪公主竟從銀幕中進入現實世

界，全身竟由最初的黑白色調，慢慢染上現實世界的色彩。不過這位

公主人如其名，有著嚴重的「公主病」，甚至傲嬌地命令健司成為她

的僕人，讓健司實在難以招架。不過隨著兩人一起生活，彼此也逐漸

吸引、互生好感，然而美雪內心似乎有著不為人知的秘密……

今夜，在浪漫劇場與你相遇
日期：01/16(六)  14：00－17：00(13:30開放入場)     地點：1F 簡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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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長109分鐘 

*1F簡報室座位計有75席，視障者優先入場，額滿為止*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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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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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上半年度展覽場地」，寄件後

請來電確認或收到本館E-mail回覆。詳細內容請上本館網站查詢。 

歡迎加入學習行列!

國立臺灣圖書館，終身學習研習班招生中!

新 課 程： 『風景水彩』週六(10:00-12:00)張宏彬 老師 授課      

推薦課程：  『水墨畫與複合媒材之運用美學』週六(10:00-

12:00) 蔡麗雲 講師 授課

  『山水畫與筆墨造型基礎』週四(19:00-21:00) 何

堯智 副教授 授課

 『油畫』週四(14:00-16:00) 王毓麒 講師 授課

 『篆刻』週五(19:00-21:00) 朱清波 老師 授課

報名方式：  *線上報名已截止，請至現場報名。

  即日起起至1月29日止，仍有剩餘名額班級(水墨畫與複合媒材之運用美

學、山水畫、篆刻、插畫輕水彩、素描繪畫、油畫、輕鬆學攝影班)，採

現場報名繳費(詳見繳費方式說明)

繳費方式： 現場繳費與匯款繳費(詳見招生簡章)

簡章索取： 本館1樓服務臺、本館網站、活動訊息/研習班查詢。

招生洽詢： 企劃推廣組29266888分機5405余小姐。

*課程表、課程內容、教師: 請至67期簡章 查詢

 終身學習研習班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終結句點王．online讀書會
許多讀者敲碗指名共讀的《原子習慣：細微改變帶來巨大

成就的實證法則》在第1期讀書會閃亮登場囉！

善用「複利」效應，讓小小的原子習慣利滾利，滾出生命

的大不同！天天細微改變，會累積成巨大差異，這就是原子習

慣的驚人力量！知名作家詹姆斯‧克利爾花了好幾年研究並完

成的著作，只要兩小時，怡慧老師幫你重點整理，一讀就通！

共讀書籍：《原子習慣：細微改變帶來巨大成就的實證法則》

時間：01/12、01/26（二）晚上19：40-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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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快到國臺圖YouTube頻道訂閱並開啟小鈴噹，也可以到本館Facebook關注最新消息哦！

●  讀書會直播時間：每個月第2及第4週的星期二 19：40- 20：40

繼往開來——黃光男水墨手卷特展·特邀鄭英耀、盧福壽合展

日期：01/07～02/07      地點：4F 雙和藝廊（9:00-17:00，週一休館） 

開幕式：110年1月9日(六) 14:30典禮開始，15:30藝術賞析／黃光男

《繼往開來——黃光男水墨手卷特展·特邀鄭英耀、盧福壽合

展》，為黃光男精選自2017年至今35件水墨手卷及另邀鄭英耀、盧

福壽精選15件珍貴畫作合展。身為文人知識份子，黃光男日常書畫為

修身養性，將自己對原鄉的愛和社會關懷，創現於一幅幅作品。

邊放邊收的手卷欣賞是個動態的歷程，眼光隨著畫面移動，像

是與畫家一起遊山玩水。黃光男獨特的框景語彙，和大膽的色彩運

用，更豐富了長卷多視角構圖的可能性：抽象與寫實、造景與意境

之間，創造出多層次的趣味。從作品的題款詩文中，每可窺見作者

寄託的情思，如作品《長橋酬善》題詩：「疊翠青山望海洋，乍見

長橋護溪流。地道酬善第一甲，天嶺藏富歲悠悠。」。

藝術家以橋之意象，描繪了溪流和海洋相依相連的空間關係，亦象徵回顧過去展望未

來的時間流，以「地道酬善」回應韓愈「天道酬勤」，實踐「既入世而出世」；「既有限而

無限」對善美不斷追求之精神。

黃光男 教授

1944年生。國立藝專美術科畢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研所碩士、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文

學博士。曾任臺北市立美術館館長（1986~1995）、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1995~2004）、國

立臺灣藝術大學校長（2004~2011）、行政院政務委員。長年致力於臺灣藝術文化及博物館

之專業發展。專長水墨畫創作，精熟美術史、美術及美學理論，曾獲中國文藝協會獎章國畫

類、中興文藝獎章水墨畫類、中山文藝獎、行政院新聞局國際傳播獎、法國國家特殊貢獻一

等勳章。

鄭英耀 教授

1955年生於高雄市，現任國立中山大學校長。高雄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碩士、政治大學

教育研究所博士。早年畢業自屏東師專國小師資科美術組，師承當代畫家黃光男，擅長水墨

畫與毛筆字。曾任中山大學行政副校長、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董事兼高雄辦公室規劃小組召

集人、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育研究所訪問學者、台灣教育研究學會（TERA）創會理事

長，以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局長等職。

盧福壽 教授

1955年生於屏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畢業，現為高雄師範大學美術系副教

授。盧福壽專注於水墨畫的創作，參與個、聯展達三十餘次，曾任各級美術展覽評審委員及

典藏委員。從早期再現自然的寫實畫到現代抽象水墨畫，盧福壽在創作中融合了東西方的方

法，突破傳統水墨畫的結構與題材，為水墨畫創作開拓新方向。

 雙和藝廊                   電話：(02)2926-6888 #5416 企推組

1月4日是World Braille Day，也是布萊葉點字法創造者──路

易．布萊葉的生日。點字的發明，使視障者能有效率地讀寫，並與

外界溝通，現今發達的影音科技，讓點字不再是視障者唯一的溝通

管道，但它仍是相當重要的工具。視障者如何閱讀這個世界？讓我

們一起瞭解他們的故事吧～

「指尖在閱讀」
日期：01/05(二)～01/31(日)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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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一個適合許願的時間；一個不得不想起去年願望的時

間。你曾趕上新年新希望的潮流，然後在年底加入悔不當初的行列

嗎？不妨一起來看看，「許願」這件事，到底是怎麼回事吧？

「新年．新希望」

2020『Openbook好書獎』

日期：01/05(二)～01/31(日)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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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追問，並閱讀。

Openbook閱讀誌團隊每年在臺灣3萬多冊出版品中，遴選出中文創

作、翻譯書、生活書、童書暨青少年圖書等4大類各10本的年度之書。

從初選、複選到決選，在不斷爭辯和反覆討論中，評審們為每本獲獎書

註記推薦語，並謹慎地在評審報告中，宏觀解析閱讀的版圖。

在即將揮別大疫之年的此刻，我們難以迴避並應重新認識人的生理

性和精神性，如何在疾病與數位科技中展現。站在過去和未來的路口，

無論是閱讀，星座或人類圖，都指示我們正面臨劇變，「惟黑暗，成光

明」，或許也正因為迷惘，才構成人們勇敢探索未知的力量。Openbook閱讀誌邀請讀者一起

在最好也最壞的時代，關注閱讀變形、內容演化，以及未來的無限可能。

請別忘了，打開來讀，有人陪你。

日期：01/05(二)～03/01(日)     地點：1F 新書展示區 

 得獎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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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單下載



黃光男
水墨手卷特展

特邀鄭英耀、盧福壽合展

週二至週日9:00〜17:00/週一休館

01 Jan
2021

親
子
活
動

講 

座

 01/06（三） △ 超級理髮師 / 素娥 阿姨          

 ▼ 小種籽 / 圈圈 阿姨

 01/13（三） △ 誰要來喝下午茶?  / 兔子 阿姨             

 ▼ 嘰咕怪 / 蘋果 阿姨 

 01/20（三） △ 春節的竹竿 / 淑慧 阿姨           

 ▼ 神探狗汪汪 / 蘋果 阿姨 

 01/27（三） △ 是誰躲在草叢裡? / 繼英 阿姨             

 ▼ 溜達雞 / 梅德林魔法師

大冒險家
日期：01/09（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自己的冒險故事 自己寫！冒險家萊諾佛洛斯特自認是發掘

世上怪奇事物的佼佼者，某天他收到了一封神秘的匿名信，開

啟了尋找傳說中怪物的遠征之旅，他跋山涉水到了美國太平洋

西北地區叢林，發現了一隻身高244公分、體重295公斤、全身

覆蓋長毛、還會說人話的史前神獸。而這隻神獸有很多稱號，

有人叫他「雪人」、有人叫他「大腳怪」、也有人叫他「林克

先生」，但其實他叫「蘇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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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踏入未知之域，尋找魔法起源 幸福的幾年過去，艾莎被小

時候父親口中的魔法森林的魔靈所召喚，當王國不再安全，安

娜、 艾莎與雪寶等人將深入到艾倫戴爾王國那個傳說充滿魔法

卻被迷霧封鎖的森林，走入尋根之旅， 她們將發現到艾倫戴爾

王國長久以來深藏的謎團，一次與北方烏卓人族相互攻擊的慘

劇，以及記憶一切的阿托哈蘭，而這個謎團將與艾莎擁有的魔法

有關，也將解開艾莎與安娜父母真正啟航的原因。 這次，艾莎

再次要用她的魔法和安娜一起拯救她們所愛的艾倫戴爾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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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維持

室內1.5公尺社交距離之防疫建議，座位數量由館方視情況調整；親子(12歲以下兒童

及其家長）優先取票。參與活動請全程配戴口罩。

冰雪奇緣2 中文發音、中文字幕、片長103分鐘

 故事童樂會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韓國繪本】

日期：01/02～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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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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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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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文化與韓文 한국문화와 한국어」中文發音、中文字幕、片長104分鐘

 親子影片欣賞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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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回聲音的美人魚》

耕耘海山─海山學研究中心與地方知識學的研究及教學

時間：01/22(五) 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時間：01/26(二) 14：00－15：30     地點：4F 4045教室

時間：01/09(六) 09：30－12：20     地點：4F 4045教室

金善孝 主講（中國文化大學專任副教授）現場備翻譯員 

共韓國文化在生活、飲食、語言等多種領域都保持著固有的

文化。

韓國文化何以日益於國際舞臺展現，本場講座特邀請客座來

臺授課之金善孝專任副教授分享越了解韓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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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作家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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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慧嫚 主講（曾任《ELLE》雜誌（臺北版）總編輯）

《找回聲音的美人魚》小說，融入心理治療手法，帶領讀者

探索內心不願面對的暗影，以探索內在對立兩極與內心暗影為主

題，寫下長篇小說，呈現女性內心從矛盾到整合、從自我苛責到自

我悅納、從綑綁到自在的深層旅程。

是現代女性必讀成長故事，療癒心中的小女孩，才能活出真

正的自己！

洪健榮老師 主講（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海山學研究中心主任）

國立臺北大學所在的大漢溪流域下游海山地區，為先民在大

臺北活動的主要場域之一，擁有豐富的歷史人文與產業特色。由於

都市化的快速進展，經濟產業、社會生活、城鄉風貌與環境生態

迅速變遷，2014年5月臺北大學與三鶯社區大學、三角湧文化協進

會、永續三峽環境文化工作室等單位合辦「海山學倡議座談會」，

各方集思廣益，回顧海山地區的發展特色、研究資源及過去的研究

成果，籌劃「海山學」推行的模式、課題與方向，期望在學術教育

界與地方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累積更多的教學資源、研究史料與學術成果，帶動地方文

化的永續保存及傳承歷史記憶，從本土性、在地性的鄉土文化研究出發，開創國際化、全

球化的學術對話空間。讓我們一同來認識與參與這個正在建構中的地方學知識體系。

收書時間：01/12 (二) ─ 01/22 (五)  14：00－19：00 ( 週一休館 )      

收書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 3F 服務臺

換書時間：01/23 (六) 14：00－16：00     換書地點：B1 樂學室

收書原則：

一、提供交換之圖書請符合下列條件： 

 1.  年代範圍： 

 ◎ 一般圖書：民國95年(2006年)以後出版者。

 ◎  電腦、法律、旅遊圖書：民國105年 (2016

年) 以後出版者。

 2. 有版權註記且未違反著作權之圖書。

 3. 圖書封面及內頁清潔完好，無破損、污損或塗鴉情形者。

二、不受理範圍

  教科書、升學參考書、各類宣傳品(含各機關簡介、宣傳性出版品)、佛堂經書、

小冊子、舊書商或出租書店汰舊書籍、各機關學校藏書或報銷資料、雜誌、視聽

資料及本館認定不宜者，均不列入受理範圍。

三、收書方式

 1.  請將符合受理範圍之圖書於收書時間送至收書地點（恕不受理郵寄），1本圖

書可納計1點，由本館核計後發給「好書計點卡」，每人依計點卡點數換書。

 2. 民眾提供交換之圖書資料，由本館統籌處理。

換書方式：

一、 換書活動當日憑「好書計點卡」入場換書。「好書計點卡」限本次活動當日換書

用，請自行妥慎保管，以憑換書，如有遺失恕不補發。

二、 於換書活動期間(1月12日-1月23日)新辦本館借書證之讀者(辦證櫃臺另發給好書

交換活動入場號碼牌)，15:00起可憑號碼牌入場選取現場好書2冊，送完為止。

三、 換書活動當日凡持110年1月份自助借書機收據之讀者，15:00起可憑個人借書證

及借書收據入場選取現場好書，每張借書證限領2冊，送完為止。

＊換書活動現場，另提供過期期刊販售＊為響應環保，換書當日，請民眾自備書袋裝書＊
＊防疫期間參與活動民眾請全程配戴口罩並配合體溫量測

 110年好書交換活動(冬季)                   電話：(02)2926-6888 #2108 王小姐

 故事童樂會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Little Bear Story Time】小黑熊外文繪本故事活動
日期：01/22（五）19：30－20：30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B1研習教室

故事老師：Luke老師 (遊戲英語ABC團長) 

故事主題："Ruby's Worry"

對象： 1歲以上兒童及家長報名參加(1/12中午12點開放網路報

名，請洽親子資料中心官方網站資訊） 

活動說明：

1.  為配合防疫，1歲以上小朋友及家長請全程配戴口罩。

2.  為維護說故事活動品質，活動前15分鐘開放入場，

 19：15分以後不再開放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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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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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