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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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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之外的地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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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3(四)

美人魚

Brasserie romantiek

超級富豪劉軒花了數百億買下海灣的土地，打算填海造陸大賺一
筆，因此用聲納將海底生物驅離，卻無意中傷害了神祕的物種─
人魚。而人魚們暗中設下一個圈套，他們委派珊珊，一位能在人
類世界中自由行走的人魚，接觸劉軒實行美人計，暗殺劉軒。但
沒料到劉軒和珊珊有意想不到的發展，而故事也由此展開。

片長94分

[中]

12/10(四)

山的那一邊

Hidden Treasures in 
the Mountain

充滿正義感的巡山員心嵐對日復一日穩定平淡的工作，感到有志難伸
的無力。男友阿德動之以情，說服心嵐與他的獵人好友都瑪斯一起上
山，尋回之前為了避開山老鼠而偷藏的珍貴檜木。3人在山上遇到想
不開要上吊的表演藝術家派大星，為阻止他自殺，只好硬拖著他一起
走。當4人好不容易爬到藏檜木的地方，眼前的景象令人傻眼，心嵐突
然表示身為巡山員，必須取締阿德非法盜木，而暗中跟著他們的山老
鼠也現身搶檜木，眾人僵持不下，這場旅程要如何順利落幕呢？

片長113 分

[中]

12/17(四)

垃圾男孩

Trash

拉斐爾是個14歲的男孩，跟著阿姨及年幼的表弟妹一起生活，家
裡唯一的收入就是拉斐爾從垃圾堆裡揀東西，找一些塑膠罐、紙
張紙盒換取少許金錢。他和好友嘉多結伴工作，以最快速度尋找
有價值的物品。有一天他們找到了個特別的小袋子，裡面有一個
皮夾、地圖，以及一把鑰匙，皮夾裡還裝著一大筆錢。只是沒想
到，這個袋子竟改變了他們的一生。三個垃圾男孩，要如何對抗
腐敗的政府、欺壓窮人的官員？如何揭發這世界上的不公不義？

片長114分

[英]

12/24(四)

羅雷司

The Lorax

企業家萬事樂發現充滿可愛動物和美麗植物的毛樹谷，遇上了森
林守護精靈羅雷司，兩人互看不順眼，時間久了逐漸改觀。萬事
樂卻起了貪念，砍掉所有毛樹發展事業，動物被迫遷徙，羅雷司
也離他而去，他發現鑄下大錯，閉關反省。多年後世界上已無綠
地，全是人工樹木花草，高中生奧黛莉渴望見到真樹，暗戀她的
泰德想為她圓夢，偷偷溜出小鎮尋找萬事樂擁有的最後1顆毛樹
種，但賣空氣的黑心富商歐洋氣卻百般阻撓……

片長95分

[英]

12/31(四)

五星級明日餐廳

Theater of life

有「詩人主廚」之稱的美食社會運動家瑪西默博圖拉，於2015
年米蘭世界博覽會開設了「明日餐廳」，秉持著「食物零浪費，
剩食變盛食」的信念，進行一項飲食革命。在米蘭世博會期間蒐
集15噸以上的「未食用食材」，做出超過一萬份以上的米其林美
味料理，回饋當地的流浪漢、低收入戶、甚至是難民。自2015年
起，從米蘭世博到里約奧運，透過一道道激勵人心的「再利用」
菜餚，不僅令觀眾大飽眼福，也讓世人重視這刻不容緩的「食物
浪費」的全球化議題。

片長94分

[英]

播放場次及時間：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一個發展超過400年的文化古都，不同文化在此交織碰撞出多元精彩的歷

史，流傳在大街小巷的故事和美食道不盡，享不完，究竟是哪一個城市如此

迷人？等你來親身體驗！

「古城新鮮事」
日期：12/01(二)～01/03(日)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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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犬之島
播放場次：12/27 (日) 一場 /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距今20年後的日本群島，因犬隻的數量激增達到飽和程度，加上犬流感的大肆蔓延，按

照巨崎市政府所公告的行政法令，所有的犬類動物都必須被流放到一個名叫「犬之島」

的垃圾場。就在此時，12歲男孩小林中獨自坐上了一架微型螺旋飛機、飛越河流，只為

了要尋找他的保鑣，同時也是他最好的愛犬朋友--「斑點」。在飛行的旅行上，小林中

認識了一群毛茸茸的新「犬」友，並幸運地獲得了牠們的幫助，他將展開一場史詩般的

旅程，而他所走的每一步，也將決定了整個城市的命運與未來。

片長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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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臺灣閱讀節系列活動                   

老師很愛幫我們開書單，暑假作業、寒假功課、大一國文，總是少不了

讀書心得，大人為什麼這麼喜歡替我們選書？這本書，真的好看嗎？

(嗯…先看一點點好了) 

「幫我開書單！？」

日期：12/01(二)～0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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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賞人：黃英雄老師(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歐弗是社區裡的討厭鬼，當失去心愛妻子桑雅，他決定要向明天告別。當

他準備在家上吊時，剛搬來的鄰居竟開車撞上他家，讓他氣得跑出門外理論；

當他想引汽車廢氣時，鄰居竟挑這時摔斷腿，他只好護送鄰居妻女去醫院探

望；當他跑去跳火車時，有乘客竟摔到鐵軌上，於是他見義勇為、救了那位乘

客一命……。每每有事件發生時，歐弗的好心腸，總讓他無法坐視不管。他只

好跑去妻子墓前懺悔，等把這些麻煩事搞定，會立刻趕去相聚。然而，當他越

想趕快安頓身後事，麻煩和意外，卻越來越多……

明天別再來敲門
日期：12/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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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是各種學習的基石，是快速掌握知識的方法，亦是學習新知

的管道。臺灣優良中小企業經營管理的成功之道盡在金書獎。

日期：11/17(二)～01/03(日)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金書獎』得獎好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幸福不可能定格，舉行婚禮和拍攝婚紗照作為婚姻過程的起點或者必要儀式，與婚後的

日常現實有時是無關的，甚至是天壤之別的。越平凡越細瑣的對話，尤其針對那種一方看似

無關緊要另一方卻鄭重以待的枝微末節……

講師：楊聰財(知名精神科醫師、臺灣『十大抗憂醫師』)

注意事項： 限額70名，報名者優先入場。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圖書館、華人情感教育發展協會

第二場：「您的『幸福定格』在哪裡？」

日期：12/13(日) 13：3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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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長116分鐘 

*1F簡報室座位計有75席，視障者優先入場，額滿為止*

電子書展 報名連結

2020臺灣閱讀節  活動總表
時間：12/05（六）    

時間：12/06（日）    

時間：11/30～12/21 

編號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報名方式

1 10:00－12:00
「兒童視力保健及常見錯誤觀
念」講座

視障資料中心
B1研習教室

網路報名
現場候補

2 09:00－17:00
「美國迪士尼電影」身心障礙資
源特輯展

視障資料中心
1F

自由參加

3

10:00－12:00
(一般民眾)

14:00－16:00
(身心障礙者)

「泰國夏日的熱帶雨林」手作坊 創意廣場
網路報名
每場次20人
現場候補

4 10:00－17:00
i護眼 VR眼疾體驗&「魔眼森
林」桌遊大挑戰

創意廣場

桌遊需網路報名：
共3場次，
每場次6人 
眼疾VR體驗：
自由參加

5 10:00－16:00 字畫合一─伊斯蘭書法體驗 創意廣場 自由參加

6 10:00－16:00 鼓聲咚咚─非洲鼓音樂體驗 創意廣場
網路報名
現場候補

7 10:00－16:00 日本兒童節慶文化體驗 創意廣場 自由參加

8 10:00－16:00 Bonjour文物古物嬉遊記 創意廣場
線上報名
自由參加

9 10:00－16:00 紐西蘭本土教育大冒險 創意廣場 自由參加

10 10:00－16:00 「德」心應手‧漫步雲端書海 創意廣場
線上報名
自由參加

11 10:00－16:00 澳洲原住民點畫書籤創作 創意廣場
親子線上報名
每場次限5組

12
10:00－12:00
14:00－16:00

小小福爾摩斯－英國古堡解謎案 創意廣場 自由參加

13 10:00－16:00
探索世界從「拉丁美洲之旅」
開始

創意廣場 自由參加

14 10:00－16:00
尋找馬來貘的故鄉，來一場大馬
美食之旅

創意廣場 自由參加

編號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報名方式

1 10:00－12:00
大師講座「閱讀與教養」/洪蘭
教授主講

B1演藝廳
線上報名
自由參加

2 14:00－16:30
大師講座「文史、戲曲交流
電」/王瓊玲教授主講
表演者:臺灣京崑劇團

B1演藝廳
線上報名
自由參加

3 14:00－16:00

樂學講座
「面對疾病的101種人性：排
擠、恐慌，到擁抱」/神奇海獅(
李博研先生)主講

4F 4045教室
線上報名
自由參加

編號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報名方式

1 全日 真愛悅讀主題書展 中和門外廣場 自由參加

編號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報名方式

15 10:00－16:00
鈔錢佈署—柬埔寨鈔票錢幣上之
建築驚奇大觀

創意廣場 自由參加

16 10:00－17:00 世界閱讀真有趣 創意廣場 自由參加

17 10:00－16:00
從《荷蘭 每個角落都有故事》
發現藏在圖書館角落裡的秘密

創意廣場 自由參加

18 10:00－16:00 「越」是故鄉名 創意廣場 自由參加

19 10:00－16:00 印尼歷史文化體驗 創意廣場 自由參加

20 10:00－16:00 DIY智慧之眼 創意廣場 自由參加

21 10:00－16:00
A.化裝舞會眼罩　
B.鬪牛立體卡片

創意廣場 自由參加

22 10:00－16:00 慢遊義大利～名勝美景帶回家 創意廣場 自由參加

23 10:00－16:00 快樂勞動者之家 創意廣場 自由參加

24 14:00－16:00 【講座】愛閱讀，讓天賦自由 1F 簡報室 自由參加

25 10:00－16:00 「極速?逆轉」氣候變遷皮影戲 4F 4045教室 自由參加



合辦單位：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何嘉仁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技嘉教育基金會、財團法人研揚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光泉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灣閲讀文化基金會、財團法人信誼基金會、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耕莘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台北市賽珍珠基金會、財團法

人臺灣防盲基金會、新事社會服務中心、世界宗教博物館、中華自然科學創意協會、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銀髮人才資源中心、國立科學

工藝博物館、風車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新北市中和區中安里辦公室、緻圓股份有限公司

12 Dec

親
子
活
動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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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三） △ 傷心難過時拍拍 / 兔子 阿姨          

 ▼ 古利和古拉 / 圈圈 阿姨

 12/09（三） △ 我的幸運日、白熊的內褲 / 柚子 哥哥             

 ▼ 威廉先生的聖誕樹 / 圈圈 阿姨 

 12/16（三） △ 少年西拉雅 / 素娥 阿姨           

 ▼ 慌慌張張的耶誕老人 / 梅德林魔法師 

 12/23（三） △ 時鐘國王 / 梅子 阿姨             

 ▼ 聽說小豬變地瓜了 / 蘋果 阿姨

 12/30（三） △ 不是箱子 / 繼英 阿姨             

 ▼ 尿床天神 / 櫻桃 阿姨

奇蹟小雨燕
日期：12/12（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 金獎影后凱特溫斯蕾與威尼斯影帝威廉達佛聯合獻聲

★【歡迎來到布達佩斯大飯店】視覺特效協助團隊全力打

造3D冒險動畫

敏捷的小曼努長大後想跟海鷗爸媽一樣，在大海上乘風翱

翔，但他不管怎麼努力都學不會。一次意外後他被趕出家門，

遇到了自己真正的同類－「雨燕」，發現真實身份的他對未來

感到迷惘不安；而當海鷗與雨燕同時面臨生存威脅，他仍勇敢

地為族群與家人挺身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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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最受觀眾喜歡的超人家族回來了！ 希望回歸正常生活

的超人家族再度面臨挑戰，雖然他們成功阻止採礦大師破壞城

市，但超級英雄法案的尚未合法化讓他們必須為擅自行動負

責。為了挽救群眾對超級英雄的信心，彈力女超人接受邀請擔

任形象代言人，四處打擊犯罪。而超能先生則在家照顧孩子

們，不但要處理女兒小倩的感情問題、兒子小飛的功課問題，

還發現了老么小傑充滿無限可能的超能力。但是當神秘的螢幕

魔人要顛覆世界和平，一家人要再度攜手同心，共同打擊犯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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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人特攻隊2 中文發音、中文字幕、片長126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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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過聖誕

日期：12/01～12/31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就像黑夜中閃耀在聖誕樹上的小小燈泡，以及在

冰冷極圈天空中若隱若現的美麗極光，因為有黑暗為背

景，更映襯出光明的可貴。雖然在防疫的緊張氛圍下，

大家兢兢業業、努力生活，但只要心存希望，光明便即

不遠。本月親子資料中心準備一系列與聖誕節有關的繪

本好書，歡迎親子到館賞讀，和我們一起尋找心中珍貴

的那抹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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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期終身學習研習班招生中!

報名方式：   網路報名，109年12月22日(二)10時起

 至12月27日(日)24時止。

繳費方式：   網路報名正取學員109年12月29日(二)至

 109年12月31日(四)繳費。(繳費方式，詳見招生簡章)

簡章索取：   本館1樓服務臺、本館官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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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至研習班/67期簡章 查詢。

* 線上報名：請至研習班/課程總覽暨報名查詢。 

中文發音、中文字幕、片長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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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蘭 教授（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閱讀是吸取訊息最快的方式，眼睛看字一分鐘668字，是

耳朵能聽的三倍；閱讀也改變大腦的結構，文盲和識字者在大

腦結構上有不同。我們的眼睛在看到文字的一剎那，所有跟這

個字形音義有關的連接都會被激發，這就促進了不同神經迴路

的連接，提供創造力必要的條件。閱讀能力是二十一世紀知識

社會的共同貨幣，它決定國家的競爭力，創造力更是人類勝過

機器人的強項之一，它應該是二十一世紀教育的核心指標。

王瓊玲 教授（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所）  表演者:臺灣京崑劇團

特邀請一開口就把人帶進故事魅力裡的王瓊玲教授與臺灣京

崑劇團片段演出。以揉合歷史真相與文學想像，將《春秋經》、

《左傳》、《史記》、《詩經》所載的重大史事及人物，以最優

美的戲曲，呈現於聲光化電的現代化舞臺。用以探索愛情、親情

之糾葛、省思複雜多變之人性，並深刻呈現當代戲曲。

「閱讀與教養」

「文史、戲曲交流電」

時間：12/06 (日) 10：00－12：30      地點：B1 演藝廳

時間：12/06 (日) 14：00－16：30      地點：B1 演藝廳

滕麗芳（荒野保護協會推廣講師）

透過演講，以一張張的震撼投影片，聆聽海的豐富及特殊，了解臺灣海洋生態的

重要性，扭轉過去對海洋的印象，重新塑造對海洋的觀感。

藍培菁（荒野保護協會副理事長）

認識生活中食衣住行所製造的塑膠垃圾漂流至海洋後，如何影響海洋動物，最後

透過食物鏈，回到人類身上。

重新看見海洋生態的重要性

海洋塑化對人類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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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者優先參加，線上報名人數開放45名，如有名額，開放現場報名參加。

時間：12/19 (六) 09：30－11：30      地點：4F 4045教室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者優先參加，線上報名人數開放45名，如有名額，開放現場報名參加。

 科普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4212 楊先生

多元文化講堂

時間：12/05(六) 10：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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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結句點王．online讀書會
時間：12/08、12/22(二) 19：30－20：30     

頻道：國立臺灣圖書館YouTube頻道

參加方式：自由參加

宋怡慧 老師（丹鳳高中圖書館主任） 

共讀書籍《情緒芳療: 花草力量為你療癒情感勒索的疲憊痛楚, 正視早該斷捨離的情緒

振盪!》所有的情緒，大多源自於「失衡」的關係，從瞭解自己進而發現內心的問題點，才

能將不愉快的情緒成功斷捨離！

這次的讀書會有點特別，快來讓宋怡慧老師用芳療牌，為您探索自我&剖心解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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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讀書會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兒童視力保健及常見錯誤觀念
時間：12/05(六) 10：00－12：00 (09:30開放入場)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教室

參加方式：限額60名，報名者優先入場

雷少宇 院長（旭明眼科診所院長） 

許多家長禁止小孩使用手機、平板，認為這樣可以避免小孩近視，然而近視只是因為

科技產品使用過度嗎？你知道「看書」看太久，也有可能近視嗎？聽完這場講座，將顛覆

您根深蒂固的觀念！

● 參加方式： 11月10日中午12：00開始網路報名，前30名報名者，可於當日活動入場時獲得
蒸氣眼罩1片

● 凡參加活動者皆可獲得名片型放大鏡1片，並有機會獲得精美童書繪本

 「健康一起來-創造樂活日常」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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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師講座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永平高中美術班師生主題創作展「藝種．不平凡」

時間：12/16～12/30     地點：4F雙和藝廊（09：00－17：00，週一休館）

開幕時間： 12/24(四) 14:00舉行茶會，邀請美術班學生與師長及家長、社區相關

藝文人士參與。

雙和藝廊                                   電話：(02)2926-6888 #5416 施小姐 

為提升本校美術班師生創作能力，肯定同學創作的獨特性

與表現性，以「藝種．不平凡」為主題共同創作，並假國立臺

灣圖書館雙和藝廊展出，藉此次師生的作品呈現展出，與鄰近

學校、社區民眾相互觀摩交流，進而提升人文內涵，增進社區

藝文氣息。

跨越時空的神猴：印尼與泰國的《羅摩衍那》展演

陳聖元（南藝大藝創所博士生 亞太音樂研究中心執行秘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