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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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海共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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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4(四)
勇鼠的奇幻旅程

Gamba

在都市的角落裡，老鼠甘巴與夥伴們快樂的生活著，而具有
勇氣又有冒險精神的甘巴，決定和他的朋友曼普庫一起去看
看大海，來一趟海洋冒險之旅。旅途中它們遇見煩惱的小老
鼠忠太。忠太說他的家人住在夢之島，但是島上現在被黃鼠
狼佔據，他的家人和夥伴正遭遇危險。忠太向有著最勇敢老
鼠稱號的船老鼠求助，但是當他們發現黃鼠狼的首領是諾羅
依時，卻放棄幫助忠太。然而，望著無助的忠太，甘巴最後
還是答應一起前往夢之島，拯救忠太的家人及夥伴。甘巴和
他的朋友們團結起來，一同打擊邪惡的諾羅依和他的手下。

片長94分

[英]

02/18(四)

夢想海洋

Dream Ocean

蘇達貞，海洋學者，一雙拖鞋行天下，為了推廣親海愛海教育，
將全數財產信託成立基金會，夢想打造一艘小船環遊世界。他以
實際行動親近海洋，計劃從臺灣出發到日本沖繩，轉往關島、夏
威夷……一路划到舊金山！本片紀錄蘇教授帶領16位年輕人，從
訓練到準備啟航沖繩島的首發尋夢歷程。但想當海上背包客的願
望，在臺灣卻充滿爭議與挑戰！當全世界都看衰，他們能成就最
壯闊的海洋之夢嗎？

片長89 分

[中]

02/25(四)

伯尼小海豚

Bernie the Dolphin

凱文和荷莉是一對熱愛海洋生態的兄妹檔。一次的落水意外
讓他們邂逅了海豚伯尼，彼此逐漸建立深厚的情感。伯尼是
一隻落單的海豚，凱文和荷莉決定盡一切努力幫助這隻海豚
朋友回到家人的懷抱。同時，他們也發現一名不懷好意的房
地產開發商正悄悄收購土地,大肆破壞海灣的生態，只為了建
造海洋公園。於是兄妹倆急中生智，決定展開一場生態保衛
戰。

片長88分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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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奇緣Moana
播放場次：02/27 (六) 一場 /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莫娜是位一心嚮往大海的酋長之女，原本跟族人在島嶼上安居樂業，直到有一

天，漁獲量漸漸短少，農作物也減少產量，樹木慢慢枯死……莫娜認為唯一生路

就是向外拓展，但父親卻認為大海凶險嚴格禁止出航。莫娜的祖母卻指引她另一

方向，傳說中半神人毛伊從女神那邊偷走具有神祕力量的海洋之心，使得黑暗力

量蔓延，生態平衡受到破壞。祖母告訴莫娜她是大海選中之人，使命就是要找到

半神人毛伊，請他歸還海洋之心。懷抱著對族人的責任與對大海的熱愛，莫娜無

畏地踏上一段不凡的旅程！

片長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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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貌美的美國科學家琳達，被公司總裁葛根派往印度銷售她所

培育的「9號稻米」。初次來到印度的琳達飽受文化衝擊，還好有當地

年輕官僚威廉的協助，讓她可以在那邊安心地研究與銷售。此時，她

遇到一位因為繳不出學費而輟學的大學生羅傑，兩人在研究與爭執過

程當中陷入熱戀，羅傑也發現了她被派往印度的醜陋內幕……

香米小情歌
日期：0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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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分鐘 

*1F簡報室座位計有75席，視障者優先入場，額滿為止*

輝之印象

111年1-6月雙和藝廊、臺灣藝文走廊展覽檔期開放申請囉！

「第七屆MATA獎：看見X傳承」全國巡迴影展講座

日期：02/18～03/07      地點：4F 雙和藝廊（9:00-17:00，週一休館）

年後第一檔2/18-3/7，將由李正輝老師展出「輝之印象」，

李正輝老師曾在世界20多國，個展聯展超過百次，主持過華視藝

術夢想家節目，也榮獲職業成就獎、文化藝術金卓獎、首爾亞細

亞美術金獎、日本美術銀獎。此次「輝之印象」個展，比較特殊

的是李老師有展出她的左手畫，一方面推廣左右腦平衡，一方面

讓大家知道潛力是無窮的，只要勇於嘗試，大家都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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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02/06（六）下午14：00-16：30

地點：4F 4045室

與談人: 林哲仲 主講（首獎作者）

教育部主辦之第七屆MATA獎競賽，參賽類別分為紀錄

片與非紀錄片類，目的為鼓勵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拍攝原住

民族相關議題，透過觀察與關懷紀錄部落文化、語言、生

活故事等，用影像紀錄進行創作，深化學生對原住民族歷

史文化的理解、認同與學習。

本場邀請獲紀錄片類首獎作品《向日而行－泰雅族南

澳群的故事》的林哲仲同學擔任與談人，歡迎大家一同共

襄盛舉。

合作單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終結句點王．online讀書會

當世界是一團迷霧，誰能在當中找到出路？

答案是，找到你自己，你就會找到出路。

《人生不是單選題：夢想能被踐踏，才足以撐起強大！少女

凱倫教你如何跑得讓世界來不及為你貼標籤》2月讀書會讀的書，

要讓你瞭解自己，即使被世界挑戰，還能站穩腳步獲得掌聲，雄

霸2021年！

共讀書籍：《人生不是單選題》

時間：02/09、02/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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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參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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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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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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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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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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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間的行業百百種，有些隨著時代消失、轉變；

科技進步、社會轉變也會激發更多的行業誕生。

但俗話說：「隔行如隔山」，旁人看來終究是霧裡看花，

不妨一起來體驗看看每種工作的酸甜苦辣吧！

「轉職潮」
日期：02/02(二)～03/01(一)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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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還能再更短。

把故事擠扁壓平，將情節研磨削切。

只為讓所有情緒，在奇異點內完全引爆。

「二月的特色」

2020『Openbook好書獎』

日期：02/02(二)～03/0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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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點：1F 新書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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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和藝廊、臺灣藝文走廊

展覽檔期申請開始囉！
即日起∼3/31

 閱讀講座                   電話：(02)2926-6888 #5416 企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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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3（三） △ 我長大以後、狐狸拔了11顆牙 / 梅子 阿姨          

 ▼ 提燈鬧元宵 / 蘋果 阿姨

 02/10（三） △ 歡樂過新年 / 圈圈 阿姨           

 ▼ 十二生肖的故事 / 圈圈 阿姨

 02/17（三） △ 超神奇蠟筆  / 櫻桃 阿姨             

 ▼ 20隻青蛙的世界美食大冒險 / 圈圈 阿姨 

 02/24（三） △ 是誰在洞裡啊? / 繼英 阿姨           

 ▼ 我們都好棒! / 梅德林魔法師 

壞壞萌雪怪
日期：02/27（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夢工廠動畫暨東方夢工廠聯合製作的《壞壞萌

雪怪》將帶領觀眾踏上一場兩千英哩的史詩冒險旅

程，從上海熙來攘往的街頭，一路來到雄偉壯觀的

喜馬拉雅山巔峰。當少女小宜在她居住的上海公寓

大樓屋頂遇到一個雪怪，她就和她淘氣調皮的死黨

阿靖和潘潘，替他取名為「埃佛勒斯」，然後踏上

一場驚險刺激、史詩般的冒險旅程，試圖把這個魔

法雪怪帶到地球的最高峰，再度與他的家人團聚。

但是這三個超級好朋友必須搶在一個企圖捕捉雪怪

的有錢人伯尼西，以及動物學家薩拉博士之前，幫

助魔法雪怪埃佛勒斯安全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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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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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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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菜運動會】兒童繪本主題書展

日期：02/01～02/27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小朋友知道番茄是蔬菜還是水果嗎?美味的蔬菜不僅有

各種料理方式，在繪本的世界裡，他們還可以化身為理髮師

花椰菜先生、躲貓貓的蔬菜寶寶，以及有趣的馬鈴薯家族

喔。為鼓勵小朋友在寒假期間多吃蔬菜、增加抵抗力，親子

資料中心在110年2月以蔬菜繪本為主題，挑選一系列好書，

歡迎親子一起到館看繪本、吃蔬菜、做運動喔。

 媒體識讀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失控的真假新聞」中文發音、中文字幕、片長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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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病一定要吃藥嗎？》

逆轉慢性病，不藥而癒！

遇見德曼莎

時間：02/26(五) 14：00－16：10     地點：4F 4045教室

時間：02/24(三) 14：00－15：30     地點：4F 4045教室

時間：02/23(二) 14：30－16：30     

地點：1F 簡報室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八十五號

黃東烈 主講（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兼任副教授） 

主講者－實務與理論經驗豐厚的媒體人。現任世新大學新聞

系兼任副教授。擁有豐富媒體及文創出版等多元實務經驗。曾擔任

正中書局總經理、中央社（國家通訊社）副社長、彰化縣政府新聞

處長、九昱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等職。

其對社會現象及媒體經營有獨特深刻觀察；也見證了臺灣民

主發展的過程、以及新聞言論自由的突破變遷。現在，更將自己親

身體驗及媒體識讀等豐厚經驗提供讀者分享。

 與作家有約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沙發講座   電話：(02)2926-6888 #5402 鄭小姐

江守山醫師 主講（腎臟科名醫）

腎臟科名醫江守山醫師擁有從內科到腎臟科的數十年臨床經

驗，同時長期大量鑽研國內外醫學研究，他從多不勝數的醫學研究

及臨床經驗中發現，藥物並非改善疾病的唯一選擇，而門診中也有

不少患者不想長期與藥為伍，接受了非藥物治療而獲得良好改善。

醫師以本書《生病一定要吃藥嗎？逆轉慢性病，不藥而

癒！》分享科學實證、不吃藥的治療方式，提供讀者參考！

主持： 湯麗玉秘書長、白婉芝女士

講師：   蘇惠美女士、曾清芳先生、李耀東醫師、

 湯麗玉秘書長

為推展失智友善服務，攜手台灣失智症協會，推出「遇見德曼

莎-沙發講座」，使圖書館館員及民眾破除失智症的刻板印象，營造

友善的閱讀學習環境。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圖書館、台灣失智症協會

● 春節開春禮：02/01 ─ 02/27 

凡參觀中山樓民眾，請出示門票兌換小花燈。

(索取地點：駐警室)

● 花季入樓禮：02/05 ─ 03/21 

搭乘花季公車並參觀中山樓民眾，憑門票兌換小花燈。

(索取地點：駐警室)

● 文創滿額禮：02/01 ─ 04/30 

購買中山樓文創商品滿500元以上，即贈送小花燈。

(索取地點：文創品販售區)

● 休館日：國定假日02/10 - 02/15、02/28、04/03 

-04/05

時間：02/21 (日) 14：00－17：00 

(13：30開放入場，額滿為止)      

地點：1F 簡報室

講師：巴鎮（典華me2we幸福總監）

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沒說出口的「心裡話」：可能是不想被人知道的秘密、也

或者是礙於情面而不好直說的想法…。且讓我們隨著《完美陌生人》的劇情，來反

思如何「有智慧地說出/聽到心裡話」。讓我們就算對話時有抱怨，也能化為一份滋

長和睦之愛的養分。

主辦單位：華人情感教育發展協會、國立臺灣圖書館　　　　　　　　　　　

　　　　　台灣性教育學會、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時間：02/03 (三) 14：00－16：00 

地點：4F 4045室

講師：童柏壽 老師（國立臺灣戲曲學院京劇團行銷經理）

為推廣藝術文化，臺灣戲曲學院京劇團分享東

周英雄作品《八百八年》、《南宮長萬》，以最優美

的崑劇，分享三月即將推出的新戲，透過戲曲示範體

驗，學習【唱、念、做、打】傳統戲曲藝術魅力，精

采講座，免費聆賞。

 2021 中山樓新春賀禮                   電話：(02)2861-6391 #113 焦小姐

 繪本故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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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6（六）11：00－12：00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B1研習教室

故事老師：Julia老師  

故事主題：“Cows in the Kitchen”

對象：   1歲以上小朋友及家長報名參加(報名資訊請洽親

子資料中心網站)

 

星空轉運牛花燈大放送

完美陌生人—如何「老實說」

本活動採報名制：優先開放報名者入場，請掃QRCode，或至「本館官網>>活動報名>>閱讀推廣」報名

◎ 01/22(五)中午12點開始報名，報名者優先入場

◎  講座播放影片為保護級，未滿6歲之兒童不得觀賞，6歲以上未滿

12歲需父母陪同觀賞。（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請全程配戴口罩）

 「愛、需要學習！」情感教育電影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戲曲分享示範講座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報名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