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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書展

當小說遇上電影

■時間：4/6～5/2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熱門小說被拍成電影不計其數，如哈利波特、暮光之城、波西傑克森

等系列，本月我們以電影原著小說為展出內容，除《魔戒三部曲》、《墨水

心》、《神鬼奇航》、《博物館驚魂夜》、《神鬼認證》外，尚有《美味關

係》、《時空旅人之妻》、《姊姊的守護者》、《刺蝟的優雅》、《Q&A》、

《心動奇蹟》、《横山家之味》、《藝伎回憶錄》等，想體會原著小說的迷人

魅力嗎？你不可錯過『當小說遇上電影』。
■展出日期：4/1～5/2

■展出時間：9：00－17：00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1－2樓

■時間：4/1～5/2  

  週二－週五10：00－17：00

  週六日9：00－16：00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

■對象：12歲以下兒童

可集活動點數，憑本館悅讀冒險活

動體驗卷完成活動，集點雙倍送。

圖書館大冒險系列活動

■時間：4/1～5/2  

  週二－週五10：00－17：00

  週六日9：00－16：00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

■對象：國小學童

可集活動點數，憑本館悅讀冒險活

動體驗卷完成活動，集點雙倍送。

■時間：4/1～5/2

  週二－週五10：00－17：00

  週六日9：00－16：00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

■對象：12歲以下兒童

可集活動點數，憑本館悅讀冒險活動體驗卷完成活動，集點雙倍送。

繪 本 童 書 園 說故事時間

時間：15：0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對象：4-8歲兒童及家長

對象：自由參加（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日期：4/07（三）米奇的復活節、4/14（三）哈巴狗

角 落 遇 到 書 閱讀時間

非 聽 B o o k 童書共讀

主題：圖書館‧Library

時間：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地點：親子中心B1繪本森林區

對象： 4-8歲兒童及家長，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日期： 

▼ 4/07（三）△Our library▽圖書館巴士嘟嘟

▼ 4/14（三）△有誰看到我的書？▽圖書館獅子

▼ 4/21（三）△我討厭書▽大鬼小鬼圖書館

▼ 4/28（三）△圖書館老鼠▽莉莉的第一張借書證

時間：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地點：親子中心B1繪本森林區

對象： 4-8歲兒童及家長，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日期： 

▼ 4/07（三）△你看起來很好吃▽黑馬與河馬

▼ 4/14（三）△▽奇奇骨

親 子 影 片 欣 賞

圖‧ 話‧ 作 家

片名：納尼亞傳奇：獅子.女巫.魔衣櫥

片長：140分鐘（普）

時間：4/10（六）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講題：一吋蟲、沒有東西送給你、繪本裡有什麼數學？

時間：4/4（日）14：0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對象 :國小3-6年級學童

名額：50名

▼事先報名，請至親子資料中心網頁線上報名，額滿為止。

悅讀冒險體驗卷

索取地點：1F親子資料中心櫃檯

4/1開放索取，共500份（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完成「圖書館大冒險」其中2項活動，即可兌換紀念品一份唷！

時間：4/17（六）09：00-17：40

地點：1F 簡報室

對象：一般民眾

名額：50名

報名辦法：請上www.caterpillar.org.tw毛毛蟲網站查詢

聯絡電話：（02）23579936

講座：

▼圖畫書的導演運鏡／曹俊彥、藍劍虹、卓淑敏

▼繪本故事的靈感起源與創作歷程／連翠茉、劉思源、唐壽南

▼圖畫書與詩的對談／鄭明進、米雅、高明美

親子愛閱系列講座

講題：閱讀中的自我追尋

時間：4/24（六）14：0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對象：凡對兒童閱讀有興趣的家長及教師，不限名額

▼免費參加，憑本館活動體驗卷全程參加者，可兌換紀念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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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作家有約

《放學後才是關鍵》
黃能得 著，野人文化出版

■主講人：黃能得

■時間：4/10（六）14：0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作者黃能得，曾任商業周刊副總編輯，卻為了女

兒的教育而辭職。因為女兒上小學，找不到合適的安

親班，於是創辦了一個「兒童學社」，親身帶領一群教師實踐多年來的教育理想。

三年多來，這種「共學共遊」的課後學習模式，經過不斷改良，成為一種可複製、

適合一般雙薪家庭的社團：雅德賽思兒童學社（雅德賽思取名自Art & Science音

譯）。在這個社團裡，最讓人感動的事情，是你可以見到孩子們帶著一臉笑容，學

會面對未來的關鍵能力。透過每四個孩子共聘一位老師、學社共同培訓老師的做

法，家長減輕了經濟壓力，孩子有了學伴，老師也能照顧到每個孩子；而學社的設

立，更讓老師和老師、老師和家長、家長和家長之間，有了彼此交流成長的制度和

管道。身為家長、又在媒體界閱歷豐富的黃能得，深深體會到學校不能為你做的

事，就是「從生活教育中，找到孩子面對未來的關鍵能力！」

夜讀愈美麗
■主講人： 陳芳明（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作家）

■時間：4/17（六）10：00-12：00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深夜校園裡的研究大樓如果還點亮著最後一盞燈，那一定是屬於我的。

   所謂孤獨，再也不是抽象的字眼，而是有著具體觸覺的存在。夜讀時，我面對

著書籍，也面對書中隱藏的靈魂。我終於領悟到，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是孤獨。尤

其是在深山夜讀的時刻，唯寂靜與我同在。忘情，忘懷，忘我，直到全部的心神都

溶入閱讀之中。夜讀已經成為我僅有的城堡，我的思考、想像、演說、書寫、研

究，都是閱讀的延伸，而夜讀的時刻，也才是心靈淨化的時刻!

終身學習系列講座

臺灣學系列講座

紅毛人－臺灣原住民的歷史經驗與記憶
■主講人： 康培德（國立花蓮教育大學鄉土文化學系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時間：4/10（六）10：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臺灣自十九世紀開港後，洋人陸續來臺從事貿易與傳教，因與當地原住民頻繁

接觸發現，不少原住民視西洋人為同宗或「紅毛友人」互動良好，這樣的認知與

十七世紀荷蘭人在臺經營與傳教有密切關連。目前新港社後裔仍有儀式或傳說記憶

可見其中「紅毛先祖」的身影，值得探討。

《Always幸福》影展 假日影展

主題影展 《影經劇典》影展 
4/01（四） 油炸綠蕃茄

改編自《紐約時報》暢銷書作家芬妮．弗雷格（Fannie Flagg）的同名原著，本片的

角色眾多，性格上的渲染自然有力；主角們在汽笛鎮開了個小餐館，那兒是小小自由

國度，不論是流浪漢、黑人或白人，都能在餐館內得到溫暖的情誼與尊重。走過三Ｋ

黨威脅、經濟大蕭條、離散重聚與生死，小鎮情緣在五十年後再獲見證。片長118分

(輔)

4/08（四） 孤戀花

改編自作家白先勇原著「臺北人」的其中一篇〈孤戀花〉，本片是一部讓人感傷卻充

滿溫度的電影，經過編劇和導演的重新創作，讓劇中人物的生命，因真摯的情感而有

了厚度及重量。片中的女人在無情的命運之前，卻努力掙扎著要活出屬於她的人性溫

暖與厚度。我們流淚不是因為悲傷，而是深深的心疼和不捨。片長110分(輔)

4/15（四） 69

《青春就是醬！釋放青春狂放能量、想像力革命萬歲》本片改編自日本知名作家村上

龍同名自傳小說，真實描述年輕人的青春歲月和熱血精神；1969年長崎高中一個令所

有老師頭疼不已的問題學生，他和兩個死黨組了『跋析羅團』俱樂部……，慢慢隨電

影情節返回了1969年，返回了那個年代的高中時光！片長114分(普)

4/22（四） 我曾侍候過英國國王

改編自捷克作家赫拉巴爾（Bohumil Hrabal）同名小說，描述一個大半輩子都在旅館

飯店的服務生，他看過人生百態；在二戰前後的捷克，局勢詭譎。然而，侍候過公卿

將相、皇帝總統的他，卻能從過往行人的臉部表情，準確預知世界戰爭的情勢，從車

站鏡子裡的一瞥，清清楚楚看到自己的未來……片長120分(輔)

■時間：雙週日14：00起  

■地點：1F 簡報室

■時間：週四14：00起  

■地點：1F 簡報室

■時間：4/2～4/14

■地點：4F雙和藝廊

游藝雅集係華梵大學藝術設

計學院院長熊宜中教授，在個人

畫室業餘教授書畫所組成的師生

團體。畫會成立十餘年，成員包

括台北市立美術館國畫班、藝術

教育館、行政院、中華郵政、抱

一書齋的學員，在熊教授的指導

下，於研習書畫的路上相互學

習，彼此珍惜，共同成長，並充

實審美人文內涵的精神追求。此

次聯展參與展出學員約30位，展

覽內容包括書法、山水、花鳥、

及彩繪瓷器等創作。希望藉由此

次聯展讓學員在書畫創作的領域

能更上一層樓，也希望各界及書畫同好們不吝給與指教及批評並互相觀摩交流，讓

游藝雅集能更加成長與進步；也希望能為社會大眾對怡情養性、陶冶心靈貢獻一點

心力。

■時間：4/16～4/29

■地點：4F雙和藝廊

   本次參展物件為

復興商工教師個人創

作及學生學習創作之

優秀藝術作品，希望

藉此展覽達到教學相

長、師生相互觀摩之

目的。推動「生活美

學」是本次展出活動

的主要目標，也就是

提升國人的美學素養，以達到「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的生活樂趣。「新造形

理念創作」展，其特色是囊括多元化人文藝術。內容涵蓋水彩、版畫、插畫、水

墨、攝影、雕塑、電腦繪圖等等，包羅萬象，範圍廣泛，值得大家欣賞。

太陽旗下的聲色光影—館藏日治時期藝術類書展

■時間：2/2～5/2

■地點：6F臺灣學研究中心

臺灣傳統的戲劇、書畫、音樂等，多隨來

自大陸的移民傳入，日治以後因總督府政策及

日本國內藝術活動的影響，使得臺灣傳統藝術

活動產生了融合與改變，各領域皆有新的藝術

形式誕生，且此時期有了臺灣史上首次電影的

放映、官辦美術展覽會的舉辦等。戰爭時期為

配合軍事動員，藝術活動也成為政策宣傳的工

具。本次展覽將館藏日治時期藝術類館藏分為

「戲劇」、「電影」、「音樂集舞蹈」及「美

術」等四類，介紹各領域的相關人物和作品，

藉此呈現藝術活動在日治時期的發展和變遷。

百年山城‧風華再現─黃金博物園區特展
■時間：4/9～7/4

■地點：1F大廳

游藝雅集聯展

復興商工「新造形理念創作」展

4/11（日）幸福的三丁目

懷舊年代中最純粹

的感動…完全再現

二戰剛結束時東京

景色與時代變遷下

的小人物生活，夕

陽町三丁目居民在

沒有手機、電腦、

便利商店的那個年

代，為什麼可以過的這麼開心？片長133

分(普)

4/25（日）再續幸福的三丁目

在那個好人總是純

真、壞人也不至於

太壞的美好時代，

一切都溫暖地令人

動容。越來越熱鬧

的夕陽町三丁目居

民的生活點滴！令

人感動的續集，不

但票房打破首集紀

錄，口碑也再創新高！片長145分(普)

4/29（四） 黃石任務

改編自英國新聞集團國際公司董事詹姆斯．麥克曼紐司（James 

Mac-manus）的真實事件小說，描述一個年輕的英國記者，在日

本佔領中國的1930年代，帶領60個孤兒院裡的男孩，克服重重困

難，穿越白雪靄靄的高山，經過蒙古沙漠的邊緣，跋涉一千英

哩，找到得以安身立命的地方，並從中學會勇氣與生命真諦的故

事。片長103分(護)

黃金館

黃金神社

太子賓館

本山五坑內部

  臺北縣立黃金博物館位於臺灣東北部

金瓜石地區，是國內首座以生態博物館

為理念所打造而成的博物園區，擁有豐

富的歷史人文與自然資產，這次由國立

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與臺北縣立黃金博

物館合作推出「百年山城‧風華再現─

黃金博物園區」特展，帶領大家穿越百

年時空，傾聽這座沉默的山丘如何娓娓

道出她輝煌的過去和展望的未來，再次

見證黃金山城的美麗與哀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