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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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時尚這檔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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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8(四)

璀璨風華Dior之夜

Dior and I

2012年，迪奧在時尚圈投下了一枚震撼彈，在長達一年的空缺
之後，決定由瑞夫席蒙斯迪奧接下新任總監的大位。這位來自
比利時的男裝設計師，過去沒有女裝設計的經驗，卻只有不到
八週的時間準備迪奧2013春夏系列的年度大秀。不熟悉的工作
環境，對他能力抱持保留態度的工作團隊，他如何一戰成名，
打造出令時尚界耳目一新的迪奧全新風格？且看這位在鏡頭前
害羞低調的設計師，如何詮釋迪奧大師心目中的21世紀。

片長90分

[英]

10/15(四)

誤闖時尚叢林

Fashion chicks

艾斯米最大夢想是成為時尚設計師，憑藉自己的實力進入時尚
公司，卻因平凡的相貌讓她不斷被欺負。但俗話說「佛要金
裝，人要衣裝」，換上全新風貌的艾斯米，用另一個身分「麗
絲」在時尚圈大放異彩，甚至獲得公司老闆的賞識，邀請一同
合作。一個人兩個身分，艾斯米要如何周旋在時尚圈, 而不被
發現她的真實身分呢？

片長90分

[荷]

10/22(四)

真愛Tiffany

Crazy about Tiffany's

Tiffany成立於1837年，從小小的文具店到美國首屈一指、全球最
具指標性的珠寶第一品牌，本片帶你深入瞭解Tiffany家族百年歷
史的傳承，影響今日世界級設計師：艾爾莎柏瑞蒂、帕洛瑪畢卡
索以及受邀至法國羅浮宮展出的約翰史隆柏傑，Tiffany已經是突
破時尚、超越傳統的傳奇品牌。

片長87分

[英]

10/29(四)

內衣小舖

Late Bloomers

瑪莎今年80歲，9個月前老公辭世之後，除了守著老公留下來
的店面外，似乎就是等著死神也將她帶走的那天來臨，對生命
再無期待……偶然間，作風開放的姐妹淘莉莉發現瑪莎的裁縫
天份，因此她倆天真地開了家純手工製內衣小舖！然而，這小
舖在作風保守的小村莊引起軒然大波，村民們都覺得內衣是種
性暗示，人人反對小店開張。就在生活又將轉為黯淡無光時，
莉莉的腦袋突然閃過「網路拍賣」這個詞，不受地點限制，只
要有電腦可以上網，她們就可以繼續營業！

片長90分

[德]

播放場次及時間：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服飾是自我的展現，也是社會文化的體現。

我們選擇穿什麼，除了因為我們喜歡什麼，也會受到社會期待、

習俗、文化、歷史等因素影響。

生在臺灣這塊歷經多次文化轉變的土地上，讓我們一起來瞧瞧，

以前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穿著什麼？又是為什麼這樣穿呢？

臺灣流行，流行臺灣

日期：10/06～11/01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南極星輝—餘三書會第26次會員聯展

2020何堯智創作展

日期：10/14～10/25      地點：4F 雙和藝廊 

日期：10/28～11/08      地點：4F 雙和藝廊 

本次會員聯展適值指導老師林政輝（星五）先生80歲大

壽，為感謝老師辛辛教誨，同學於「星五詩選」選數首做為寫

作的題材，以茲慶祝。展出包含草、真、隸、篆書等各體之呈

現，其中更有6尺作品10餘件，以及4尺作品、小品等，內容豐

富。餘三書會非專業書法家，以公餘之暇學習書法，期能夠寫

出一手好字而已。歡迎各位書法同好蒞臨參觀指教。

唐·王昌齡《詩格》將「境」分為物境、情境、意境。東

方寫景雖以山川風光為描繪對象，但是它並非對自然風景的客

觀再現，而是以山水為載體寄寓或闡發創作者的自然觀、審美

觀乃至社會觀；亦是自然景致的境界、人生經歷的境界及內在

心意的境界。

此次展出， 從融合自然生態與人文關懷的「象外之象」，

到多元媒材與內容並陳的「境外之境」系列，從筆墨線質的記

錄，到多元探索的美學觀念；蘊含無限的遐想與空間，歡迎大

家蒞臨參觀指教。

★提醒您依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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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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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買夜未眠 SIR
播放場次：10/25 (日) 一場 /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戀人未滿，更缺門當戶對！出身清寒的小鎮寡婦拉特娜，隻身勇闖孟買，在富裕優渥的

艾許文家裡幫傭，雖然主僕兩人身處天秤兩端，卻各自面臨不同的人生課題。艾許文含

著金湯匙出生，但卻被迫接下建築家業，無法追逐自自己的夢想；拉特娜儘管要幫傭，

卻仍擠出時間努力學習裁縫，盼望未來能實現當服裝設計師的夢想。拉特娜的積極與笑

容暗暗地鼓舞了落寞的艾許文，處在截然不同世界的兩個人情感悄然滋生，但真正難以

跨越的階級鴻溝，卻擋在兩人面前……

片長100分鐘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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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世界上有多少民族嗎？

每個民族或多或少都有專屬於自己的服飾、圖樣，這些服飾

圖樣們可能是為了因應自然環境的限制，或是基於宗教信仰、民

俗活動而創造出來的東西。

每一個圖樣與服飾，背後都有一段長長的故事，等待我們去

發掘。你能看出，這是哪裡人嗎？

「林良爺爺」筆下淺顯逗趣的故事，

一言一語，讓時光染出色彩；

一筆一劃，把歡笑織進了生活，

如今，這些故事仍在心中散發溫暖，

讓我們翻開書本，一起回憶「林良爺爺」留下的和煦陽光。

曾令毅（淡江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本館歷年來蒐集、典藏為數眾多的古文書契，其中不乏罕見

且具有高度史料價值者，較為特別的則有近年經由中研院臺史所

博士後研究曾令毅博士介紹，淡水吳鶴記後人所捐贈的一批家族

古文書契。為加強這些珍貴館藏史料的研究推廣利用，本館特於

今年精選編輯出版《吳鶴記及館藏臺灣北部古文書專輯》，並配

合規劃辦理「從吳鶴記文書看清代淡水的發展」專題講座，同時

搭配策劃「踏查淡水，走訪古今」主題書展，期透過多元視角帶

領讀者一窺淡水地區之古往今來歷史興衰，亦藉此行銷臺灣學特

藏與呈現政府出版品在地文化內涵。歡迎讀者踴躍參加!

這是哪裡人？

永遠的小太陽──林良主題書展

從吳鶴記文書看清代淡水的發展

日期：10/06～11/01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日期：10/06～11/01     地點：1F 新書展示區 

日期：10/17 (六) 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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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良紀念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政府出版品主題講座/書展                   電話：(02)2926-6888 #2110 盧小姐

片長119分鐘 [英] 

*請由館外樓梯前往B1演藝廳，視障者優先入場，額滿為止*

終結句點王．online讀書會
每個人都擁有屬於自己的感官世界，10月的讀書會，宋怡

慧老師就用這本《味覺獵人》，藉由味道、香氣、質地、外觀

與聲音，全面啟動你的五種感官，讓你瞭解食物的本質，進而

從食物得到靈魂的滿足！

時間：10/13、1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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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期讀書會時間：11/10、11/24、12/08、12/22  晚上19：3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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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名稱：本能寺大飯店
日期：10/24 (六)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導賞人： 黃英雄老師（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即將新婚的倉本繭子在婚禮前來到京都巡禮，到了鼎鼎大

名的本能寺大飯店下榻，沒想到竟意外發現飯店的驚人祕密！

倉本繭子在不知情的狀況下踏進了飯店裡的時空通道，來到

1582年戰國時代的京都，更遇見了當時的地方霸主織田信長及

森蘭丸，面對這個來自未來、穿著「詭異」的神秘女子，織田

信長等人既好奇又充滿疑問，而倉本繭子在參觀古都時突然想

起就在1582年，發生了知名的「本能寺之變」，織田信長將在

這事件中身亡，倉本繭子該如何告訴織田信長真相，而她又該

如何回到未來，才能及時參加自己的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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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7－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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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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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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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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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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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資源推廣課程 電話：(02)2926-6888 轉4211 吳小姐

時間：10/07 (三) 09：15－12：15     地點：4F 4045教室

時間：10/07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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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智慧載具雲端悠遊樂～開啟IG 與YouTube 新世界_1

智慧載具雲端悠遊樂～開啟IG 與YouTube 新世界_2



10 Oct

展期：即日起至2021年1月31日
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臺灣學研究中心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85號，臺北捷運永安市場站)

親
子
活
動

講 

座

 10/07（三） △ 毛毛的爆炸頭 / 筠珍 阿姨          

 ▼ 浣熊洗衣店 / 楚萍 阿姨

 10/14（三） △ 雞蛋哥哥 / 蘋果 阿姨             

 ▼ 盯盯熊 / 蘋果 阿姨 

 10/21（三） △ 大猩猩的麵包店 / 櫻桃 阿姨           

 ▼ 經典傳奇故事：孫悟空 / 圈圈 阿姨 

 10/28（三） △ 巴士出發囉！ / 繼英 阿姨             

 ▼ 騎著恐龍去圖書館 / 梅德林魔法師

寵物當家2
日期：10/03（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㹴犬麥斯正在面對一些重大的生活改變。他的主人凱

蒂已經結婚了，而且有一個小寶寶，小連。當這一家人前往一

座農場旅行時，麥斯和米克斯犬公爵遇到一群患有犬類不耐症

的乳牛、超有敵意的狐狸，還有一隻超可怕的火雞，這一切只

會讓麥斯更焦慮。幸好一隻農場養的老狗魯斯特給了麥斯一些

指引，也鼓勵麥斯甩掉他的神經質，找到他內心狗老大，並且

給小連一點點自由和空間。與此同時，活潑好動的博美犬小潔

趁著她的主人不在家，試圖想要從一整屋子都是喵星人的公

寓，救出麥斯最愛的玩具，她的喵星人閨蜜克蘿伊給了她一點

幫助，同時也發現了貓草的樂趣。然後起肖又口愛的小白兔雪球，最近一直被他的主

人茉莉用超級英雄睡衣打扮成一個超級英雄，久而久之他就突然頭殼壞去，真的自以

為是一個超級英雄。但是當一隻蝦米攏無驚的西施犬黛西出現，請雪球一起執行一項

危險的任務，他就必須鼓起所有的勇氣，成為他到目前為止只是假裝的超級英雄。麥

斯、雪球、小潔和其他的寵物能夠找到他們內心的勇氣，面對他們最大的恐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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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 改編自真實航海壯舉，見證大冒險家「麥哲倫」的不朽傳奇

★ 乘風破浪、探索未知，一段考驗勇氣與毅力的冒險故事

 這是史上最傳奇的冒險故事，英勇的麥哲倫與意外結識的艾爾

卡諾毅然踏上環遊世界的旅程，並從此改變了歷史。兩人帶領船隊經

過了各個大陸、島嶼，在遙遠神秘的島嶼發現了珍貴的香料和稀奇古

怪的動植物，也經歷許多生死一瞬間的危險，面對飢餓、暴風雨、充

滿敵意的原始部落，究竟麥哲倫能否成功環繞世界一周，顛覆人們的

傳統觀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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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遊世界大冒險 片長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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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講座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樂諾斯Lovenose（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文化藝術組組長）

講者長期在藝文場域擔任行政經驗，且研究日治時代殖民現代性、戰後、原運之

百年來原住民藝術演變。現身分享「原住民族之藝術場域的正義實踐」。

藝術場域的正義實踐
時間：10/16 (五) 14：00－15：30      地點：4F 4045教室

【漫話昆蟲】主題書展

日期：10/01～10/31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你知道糞金龜，但聽過泥蜂嗎?你知道螳螂，但聽過

捲葉象鼻蟲嗎?你知道蟋蟀，但聽過避債蛾嗎?想知道還有

哪些與昆蟲有關的故事跟知識嗎?本月親子資料中心準備一

系列與昆蟲有關的繪本好書，歡迎親子一起到館賞讀!

 繪本主題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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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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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勝吉（社團法人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推廣課程講師）

鯊魚在4億多年前就在海洋中出現，不斷的演化成為海洋霸主，但多數的人因大

白鯊電影的緣故，對鯊魚產生錯誤的認知，而鯊魚的捕撈也讓牠們在野外的族群數量

嚴重遞減，本次課程運用博物館等級的鯊魚實體模型及標本讓民眾來體驗，來破除一

般民眾對鯊魚的負面錯誤印象，發覺鯊魚對人類與海洋環境的貢獻，開啟對海洋生態

環境保護之心與行動力。   

陳玉水（台灣越藝協會秘書長）

緬甸傳統童話(黃珍英 新中和社大緬語講師)、柬埔寨民間故事(李佩香 南洋台灣姊妹會理事長)

印尼傳統童話(邱喜春 台北市賽珍珠基金會通譯)、越南民間故事(陳玉水 台灣越藝協會秘書長)

勇闖神秘黃金國--聚焦緬甸、紅色地雷下的微笑--聚焦柬埔寨、暹羅廚房
鳥瞰東南亞--印尼、鳥瞰東南亞--馬來西亞，西貢保鑣出任務

(1)參觀2樓多元文化資源中心拍照上傳至本館FB；(2)參加本系列活動之任1場活動；(3)1次
借閱5本圖書。闖關完成後即可兌換精美閱讀L型夾1個及好書2本。10月至11月每月限額50
名，送完為止。

時間：10/31 (六) 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菲律賓電影導賞--私法拘留

陳清純（永和文山社大講師）

時間：11/08 (日) 09：15－12：15     地點：1F 簡報室

越南電影導賞--青木瓜之味

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網址https://bit.ly/2EYJYo8，或掃描QR-code報名。

林勝吉（社團法人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推廣課程講師）

海洋中生物為了能在競爭的環境下存活，經過長年累月的演化而發展出一套的生

存之道，許多生物都身懷絕技，而這些特殊的能力與構造提供人類科技發展仿生學靈

感來源，現在就讓我們一起探索奧妙的海洋世界，看誰才是海洋武林高手，而這些海

洋生物正面臨哪些生態危機?我們可以從生活中那些行動來保護海洋生態環境。

鯊魚面對面體驗探索

1. Fun 學主題越語

2. 來自外婆家的故事

3. 多元文化影展

4. 闖關學習好禮送

電影欣賞:

電影導賞:

海洋武林高手-仿生學的啟發

時間：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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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名。

時間：10/17～11/21(六) 14：00－16：00     地點：2F 電腦教室

參加對象：一般民眾18人/後補3名。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網址https://bit.ly/32QKEo3，或掃描QR-code報名。

時間：10/07～10/28(三) 14：00－16：00     地點：3F 3054教室

參加對象：親子30組(線上報名25組/現場報名5組)。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網址https://bit.ly/2QMdWyu，或掃描QR-code報名。

時間：10/07～10/28(三) 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時間：10/01～11/30     闖關學習單領取及獎勵品兌換    地點：2F 視聽櫃臺

闖關條件：一般民眾60人/線上報名。

時間：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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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名。

 閱讀講座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秦夢群（政大教育學系專任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專任教授兼行政碩士在職專班執行長）

講者長期主持廣播節目，以心理與教育的角度，探討人間諸種情懷，深受廣大聽眾的
喜愛。本次特以青少年時期最重要人際關係進行剖析，提供認識自己，學習溝通的秘訣。

「別雞同鴨講：青少年人際關係溝通的秘訣」
時間：10/25 (日) 14：00－16：10      地點：1F 簡報室

吳佳峻（科林國際助聽器選配師）

海倫凱勒曾說：「看不見，使人與物隔絕；聽不見，使人與

人隔絕。」電視的音量能調整，但人與人之間的對談，很難因為

對方聽力問題而一直提高音量。高頻聽力損失常會造成患者聽得

到聲音卻聽不清楚內容，而產生誤解，影響人際關係，退縮至自

我的世界中，進而產生沮喪、孤獨、喪失親密感等負面情緒。聽

力損失帶來的生活困擾往往在不知不覺中進行，而聽力損失與大

腦的退化經由科學研究，也是息息相關……本場講座特別邀請科

林國際助聽器選配師吳佳峻先生，和您分享聽力與失智的關係，

現場提供聽力檢查服務，機會難得，歡迎踴躍參加。

聽力與失智的關係&聽力檢查與保健
時間：10/17 (六) 10：00－12：00 (9：30開放入場)     地點：1F 簡報室

參加方式：自由參加，免費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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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婉萍（榮新診所/台北馬偕醫院營養師）

許登欽（恩主公醫院小兒科主治醫師、兒科加護病房主任）

父母參與幼兒閱讀的關鍵行動
時間：10/17 (六）10：00－12：00   地點：B1 樂學室  

報名方式：請掃QR-CODE 

0-5歲嬰幼兒家長/爸媽輕鬆做副食品，寶寶開心吃

時間：10/24 (六）10：00－12：00   地點：B1 樂學室  

報名方式：請掃QR-CODE 

0-5歲嬰幼兒家長/親子共讀對幼兒腦部發展的實證

109年閱讀起步走(Bookstart)嬰幼兒父母學習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