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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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相的樣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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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8/06(四)

謊言的烙印

The hunt

與妻子離婚沒多久的盧卡斯在當地托兒所找到工作，好不容易

與新女友和10歲的兒子馬庫斯展開穩定的新生活，沒想到托兒

所裡一名喜歡他的5歲小女孩卡拉童言童語的「指控」，讓他

被冠上性侵的罪名。雖然法律並未宣判他是否有罪，但他卻必

須面臨包括園長、家長、朋友以及所有居民滿懷敵意的撻伐。

而在小女孩的改口翻案之下，案情是否會出現轉機？真理與道

德之戰就此展開，以正義為由而私判盧卡斯道德公審的所有居

民，竟讓整個社會烙下了不寒而慄的印記……

片長116分

[丹]

08/13(四)

新聞記者

The Journalist

日韓混血的吉岡是一名東都報社的記者，從小在美國長大的

她，直至母親逝世才隨父親搬回日本生活，她相信同是記者的

父親是因為追查案件而「被自殺」了。一日，她收到了一封匿

名傳真，內容是關於政府推動新設大學的機密資料，直覺告訴

她事有蹊蹺。另一方面，任職於內閣情報調查室的年輕官員衫

原，被上級要求針對政府官員的醜聞，夥同地下網軍進行抹黑

及掩飾，心力交瘁之際，卻又不幸得知尊敬的前輩跳樓身亡，

前輩經手的最後案件竟是吉岡日夜追查的新設大學。在兩個人

的人生交會之時，將激盪出足以撼動社會的火花，然而他們究

竟能否找尋到屬於自己「真相」呢？

片長113分

[日]

08/20(四)

欲蓋彌彰

Shattered Glass

一名任職於美國《新共和》雜誌的年輕記者史蒂芬葛拉斯，為

追求名利不擇手段，在短時間內獲取事業的成功，卻在功成名

就後被揭發他過去的報導內容不實，41篇報導當中，便有27

篇是捏造出來的。這個震驚社會的事實揭露，讓他一手打造的

輝煌世界面臨崩潰……

片長99分

[英]

08/27(四)

疏離世界

Disconnect

每個虛擬世界的主角，都只是渴望找到與人的真實聯繫和接

觸。這個科技發達、資訊氾濫的世代，人人變成「低頭族」沉

迷在智慧手機和平板電腦的螢幕時，又有多少人真的抬頭與眼

前的人溝通？

片長116分

[英]

播放場次及時間：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人人都是天生的騙子

說謊彷彿我們天生的技能，

為了生存、為了激勵自己、為了保護他人。

真的有「善意的謊言」嗎？「誠實」是適用於所有情況的態度嗎？

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人為什麼說謊，謊言又有哪些樣貌吧！

當真相不只一個的時候，你會選擇相信誰？

現代社會中，資訊流通幾乎不受限制，但多數人習慣待在同

溫層中，輕易相信看似立場與自己相同的言論，輕易評斷事件的

是非，而忽略了眼前的真實，可能甚至不曾發生。

「假新聞」、「錯誤資訊」因發達的科技而快速傳播，一則

錯誤資訊可以藉由分享、轉貼影響成千上萬的人。尤其遇上切身相關的議題時，資

訊傳播的速度更為驚人。

我們該如何理解接收到的資訊？如何斬斷錯誤資訊的傳播鏈，又該如何探尋世

間的真相呢？面對資訊的爆炸，我們究竟是接收到更多新聞，還是更多垃圾？擁有

更多自由，還是失去更多選擇？

聆聽謊言

探索真實

「生命和平‧地球永續」環保電影活動

109年暑期青少年活動「追跡者任務」

日期：08/04～08/30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日期：08/04～08/30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時間：14:00－17:00(13:30－13:50開放入場)   地點：1F 簡報室

8/05(三)	 《瓦力》WALL-E

8/12(三)	 《愚蠢年代》The	age	of	stupid

8/19(三)	 	《失序森林：銀髮阿基德》

	 Origin:	Spirits	of	the	Past

8/26(三)	 《大雄的南極冰天雪地大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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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08/01～08/31      地點：1F 臺灣藝文走廊

主辦機關：國立臺灣圖書館

合辦單位：財團法人光泉文教基金會

楊喚，生日快樂  2020蕭寶玲插畫展

榮耀祖紋－來義鄉排灣手文展

110年7－12月雙和藝廊、臺灣藝文走廊展覽檔期開放申請囉！

日期：08/19～09/06      地點：4F 雙和藝廊 

日期：即日起～08/30      地點：1F 臺灣藝文走廊 

申請時間：即日起～09/30	     

2019年是蕭寶玲接連創作楊喚詩畫的第7年，總共完成

20首兒童詩中的167個角色，可愛的動植物們一聽到呼喚，

就或跑、或跳地由詩文中興奮地伸出頭來。楊喚的詩不但

有色彩，有畫面，他還巧妙置入大自然中任何發得出聲響

的器樂。在兒童詩中，楊喚也安排各色各樣的歌手和樂手

演出，無怪乎他的作品被稱為是「有聲音的詩」。楊喚今

年90歲了，歡迎喜愛楊喚的大小朋友們到展覽現場為詩人

慶生，有機會獲得最新出版的《楊喚，生日快樂》詩畫集

喔！

配合8月1日「原住民日」，本館特與國立臺灣博物

館、屏東縣來義鄉公所合作辦理「榮耀祖紋－來義鄉排灣手

文展」，展示內容包含手文耆老珍貴影像、口述採訪影片、

刺文工具、手文圖案說明與木雕刺文人像等，期望透過本次

展覽讓民眾了解排灣族的手文文化讓民眾認識排灣族的歷史

與文化，珍惜我們的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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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半年度展覽場

地」。詳細內容請上本館網站查詢。 

★提醒您依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讓我們看雲去」 2020中山樓民歌新唱音樂會

活動時間：08/29 (六) 14:00－16:30	      

免費索票時間：

08/10日起	(索票地點請至官網或掃QRcode) 

「臺灣文史教學研習」熱情招生中

受到老師們喜愛的「臺灣文史教學研習」又來了！除了邀請教師分享

館藏利用與教學的經驗之外，今年逢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霧社事件」

90周年，我們將研習主題規劃為「原住民族」，將館藏中與原住民族有關

的資料整理出來，提供老師教學應用，歡迎老師們報名參加！

【北區】8/18（二） 本館4045教室

【中區】8/25（二）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100號）

【南區】8/27（四） 臺南市立圖書館（臺南市北區公園北路3號）

08/12智慧載具雲端悠遊樂～掌上載具樂逍遙(生活智慧王)

08/19智慧載具雲端悠遊樂～樂齡e上手-智慧雲端享閱讀(手機美拍技巧篇)

08/26智慧載具雲端悠遊樂～樂齡e上手-智慧雲端享閱讀(影音工具篇)
時間：週三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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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五09:00-17:00)。

注意事項：	(1)參加前請先申辦本館借閱證。(2)可自備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與行動網

路	(館內提供免費無線網路，人多時可能影響連線速度)。

●  各區場次限額50名，全程參與研習者，核予研習時數5小時

● 報名採審核制，相關課程規劃及報名請上本館網站

 臺灣文史教學研習                   電話：(02)2926-6888 #5412 周小姐 / #5413 蔡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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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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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維護講座工作坊                   電話：(02)2926-6888 #4217 徐小姐

終結句點王．online讀書會

裝池之美與修護(講座)

顯微鏡下的漿糊與書籍修復(工作坊) 

8月讀書會，讓把一天24小時當48小時在使用的宋老師，帶

你一起閱讀《間歇高效率的番茄工作法：25分鐘，打造成功的

最小單位，幫你杜絕分心、提升拚勁》，發揮間歇、高強效的

專注力，讓你事半功倍，走路有風！

時間：08/11、08/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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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參加

時間：08/05（三）10：00－12：00					地點：6F	6030教室

時間：08/05（三）13：30－16：30					地點：6F	6030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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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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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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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樓活動 電話：(02)2861-6121 樓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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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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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青少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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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察朱威爾事件 Richard Jewell 
播放場次：08/23 (日) 一場 /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當不實的報導被當作事實時，真相會如何被遮掩的故事。」

「奧林匹克百年公園有一枚炸彈，你們只有三十分鐘。」世人第一次知道李察朱威爾這號人物是在1996年的

亞特蘭大爆炸案中，身為第一個發現炸彈並報警的保全，李察朱威爾及時報警並協助疏散群眾，拯救無數人命

的英勇行為使他成為一名英雄，但是幾天後，這個想要當一名執法人員的保全卻成為美國聯邦調查局的頭號嫌

犯，受到媒體和大眾的詆毀與唾棄，他的人生也瞬間分崩離析。深知自己是無辜的李察朱威爾向反體制的獨立

律師華森布萊恩求助，希望他能夠證明自己的清白，然而華森布萊恩在奮力為李察朱威爾洗清罪名的過程中卻

發現，他一個人的力量是如此薄弱，因為這次除了必須對抗聯邦調查局、喬治亞州調查局及亞特蘭大市警署的

強大勢力，與此同時，他也必須說服李察不能單純地信任這些試圖毀了他人生的人們。

片長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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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竑毅（故宮博物院專業技術師）

報名方式：依報名時間先後，額滿為止。

徐統（清華大學退休教授）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10位，現場報名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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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5（三）	△	壓箱寶	/	慧民	阿姨										

	 ▼	這個故事裡沒有龍喔	/	蘋果	阿姨

 08/12（三）	△	動物溫泉	/	櫻桃	阿姨													

	 ▼	讓我給你一點安慰	/	圈圈	阿姨	

 08/19（三）	△	小青和小蛙：好熱、好熱啊!	/	楚萍	阿姨													

	 ▼	小班想要風箏，他很努力	/	梅德林魔法師	

 08/26（三）	△	野狼的肚子我的家	/	繼英	阿姨													

	 ▼	印度豹大拍賣	/	蘋果	阿姨

玩具總動員4                                       片長100分鐘
日期：08/08（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故事發生在安弟離家展開大學生涯，玩具們輾轉來到

小女孩邦妮家中。某天，邦妮從學校帶回自己的手作玩具

「叉奇」，總以為自己是垃圾的叉奇成為玩具們的新成員，

但他一直覺得自己是垃圾不是玩具，一直想往垃圾桶去，引

發不少混亂。胡迪一行人隨著邦妮一家踏上公路旅行，並在

一間古董店裡與曾經的舊愛牧羊女寶貝重逢，但大夥兒卻遇

上一堆麻煩！而片中也增加了許多新鮮面孔，也發展出更多

動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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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書大家讀2019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小胖貓繪本》

日期：07/01～08/31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時間：08/29 (六) 13：30－16：30     地點：4F 4045教室

	一年一度的《好書大家讀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得獎

書展又來囉!在「圖畫書及幼兒讀物組」的得獎好書有探索森

林深處神秘房屋的《樹林裡的房子》、描述日本文化「間」

之意境的《寂靜的聲音》、103隻來自真實生活的《呼喚我的

貓》、讓世界變得更好一點的《每一件善良的事情》，以及

獻給所有想要在世界中自由優游的人的《你們吵吧，我只想

靜靜的欣賞》......。想知道還有哪些好書獲得殊榮嗎？歡迎親

子一起到圖書館來感受這些精彩繪本故事的圖文魅力喔。

童嘉（知名童書作家）	

臺灣大學社會系畢業，曾任報社專欄組記者，專職民意調查執行與撰稿。在

2000年偶然的機會開始繪本創作，至今已出版《想要不一樣》、《圖書館的秘

密》、《我家有個烏龜園》、《不老才奇怪》、《千萬不要告訴別人！》、《小小

姐姐慢吞吞》、《咦？》及【小胖貓】系列等三十餘本繪本、橋梁書與插畫作品。

童嘉將於本場活動中，和大、小朋友說故事並分享其創作經驗。

日期：08/22（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奧斯卡製作團隊傾力打造，溫馨爆笑闔家觀賞鉅獻！

【落跑雞】、【酷狗寶貝】、【石器小英雄】阿德曼動畫工

作室爆笑新作！超越宇宙的友情，毛起來成為守護英雄!

一道強光照亮了平靜小鎮，擁有不可思議力量的外星人

魯拉，穿越了遙遠的銀河系，迫降在笑笑羊的農場。笑笑羊

尚恩決定在邪惡組織抓走魯拉之前，將這位可愛的外星朋

友，平安送回她的家鄉。一場溫馨刺激又笑料百出的「宇宙

級冒險」就此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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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笑羊大電影：外星人來了 片長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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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普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4212 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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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教育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專題講座                   電話：(02)2926-6888 #5413 蔡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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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專題講座                   電話：(02)2926-6888 #4211 吳小姐

鄧淑慧（竹南蛇窯藝術總監）

吳燕秋（自由作家、輔仁大學全人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在傳統的性別分工中，家中廚房是婦女為一家大小煮食的

空間，製酒也是家庭煮食項目之一。本講題將從性別、技藝、

健康意識的角度呈現臺灣漢人女性的製酒鴻爪，進而探析女性

日常實作中非「專業」技藝與知識價值。

彭瑞祥（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資訊中心主編）

李筱峰（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1920年，臺灣實施地方制度變革，將全臺行政區重劃為5

州2廳，並推動地名的改變。我們邀請對地名有深入研究的李

筱峰教授帶領我們從地名來解讀精采的臺灣史。歡迎大家踴躍

參加！

鄧淑慧（竹南蛇窯藝術總監）

臺灣的柴燒陶藝

家有杜氏：戰後臺灣女性的生活技藝與知識

從鍵盤下如何著手當一名公民記者－為土地發聲

地名與臺灣殖民統治史

臺灣陶瓷文化與藝術概述

時間：08/08 (六) 09：30－11：30      地點：4F 4045教室

時間：08/15 (六) 09：30－11：30      地點：4F 4045教室

時間：08/15(六) 14：00─16：00     地點：1F 臺灣藝文走廊

時間：08/28 (五) 10：00      地點：4F 4045教室

時間：08/22 (六) 09：30－11：30      地點：4F 4045教室

 閱讀沙龍系列活動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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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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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買氏（作家/旅行家/廣告文案創意人 創辦「直接跟農夫買」社會企業）

羅思容（ 作家/詩人歌手、作詞、作曲家）

報名方式：請掃	QR-CODE	報名

當棄業變成志業，臺灣走向世界

閱讀音符的美妙

時間：08/01 (六) 14：00－16：00      地點：1F 臺灣藝文走廊

時間：08/29 (六) 14：00－17：00      地點：1F 簡報室

李政家（美國南加州健康科學大學 脊骨神經醫學博士）

你知道嗎？肥胖、慢性病、過敏、發炎、各種文明病，甚至

癌症，都和大腦失衡密切相關！只要生活習慣的小小改變，就能

改善健康狀態，重新掌握自己健康的主導權！

陳欣希（臺灣讀寫教學研究學會創會理事長）

面對十二年國教，家長的心情既期待又惶

恐，回應大人的擔心，特辦理「親子悅讀真有

趣」演講活動，介紹親子「共讀、共學」的方

法。

本場講座報名網頁:	https://bit.ly/3dNnzqs

張瑛姿（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博士後研究員）

我們經常用旅程來比喻人生的路程，然而，要把人生路走得

像一趟旅程，說的簡單，瀟灑很難。

《疾病，從大腦失衡開始》環境變異影響大腦功能，

 造成文明病、慢性病、癌症人口遽增

從讀報到素養「陳欣希教授的共讀與識讀課」

「女子浪流連－然後，我愛上和海虛度時光」

時間：08/07 (五) 14：00－15：30    地點：1F 簡報室

時間：08/08 (六) 14：00－16：00    地點：B1 演藝廳

時間：08/14 (五) 14：00－15：30    地點：1F 簡報室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者優先參加，線上報名人數開放35名。

本活動共分成「分享有禮」與「借閱有禮」兩部分，還有線上主題

書展--「青春篇章」用閱讀面對世界、提升語文力-外語UP職涯UP

e書到手－悠遊在雲端

電話：(02)2926-6888 #4211 吳小姐國臺圖 X 北市圖

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奧斯卡是個具有創造力的11歲紐約小孩，他在911世貿

中心事件中去世父親的遺物中發現一把鑰匙，開始了查出鑰

匙作用的探索，他遇到各式各樣的人，他們幫助奧斯卡了解

自己父親。最後，旅程結束在起點，但他已尋獲最富人性經

驗的慰藉，那就是：愛。

心靈鑰匙

時間：08/22 (六）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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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長121分鐘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電影聽賞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