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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何為職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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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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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手寓言 The Fable
播放場次：03/28 (日) 一場 /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有如傳說般存在的天才殺手「寓言」，是個讓黑社會聞風喪膽的狠角色，從小

在「老闆」手下工作的他，與搭檔共同葬送無數目標。深怕樹大招風的老闆，

某天命令他跟搭檔去大阪生活一年，期間不得殺害任何人，否則就要把他殺了。

於是，寓言用「佐藤明」的假名和搭檔喬裝兄妹檔，展開人生首次的普通人生活

……。面對突如其來的嶄新生活，他開始養寵物、打零工，就連被小混混找碴毒

打，都得故作軟弱不能還手。雖然慢慢融入不能殺人的普通生活，但他身邊還是

陸續出現想殺他的殺手，或是想請求他幫忙的人，讓他面臨兩難的抉擇。究竟被

命令不能殺人的他，要如何平安度過這一年的普通人生呢？

片長124分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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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親媽媽艾莉絲是位致力於研發新品種的植物學家，她成功培

育出一種會開出鮮紅花朵的奇幻植物，不但外觀嬌豔可供觀賞，更有

「使人開心」的神奇療效。為了拉近與兒子之間的距離，她以兒子的

名字「喬」來命名新植物，還違反公司規定偷偷帶了一盆小魔花回

家。但當魔花盛開之後，艾莉絲漸漸發現事情不對勁……

小魔花
日期：03/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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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分鐘 

*1F簡報室座位計有75席，身心障礙者優先入場，額滿為止*

漫遊世界•童心童畫～劉宗銘作品展

111年1-6月雙和藝廊、臺灣藝文走廊展覽檔期開放申請囉！

日期：03/11～04/11     地點：4F 雙和藝廊（9:00-17:00，週一休館）

劉宗銘 1950年生，15歲開始發表漫畫作品，20歲

創作童話出版；國立台灣藝專雕塑科畢業後，從事漫

畫、圖畫書、插畫、美育教學及個人藝術方面的創作。

迄今累計：漫畫36冊，圖畫書21冊，童話3冊，圖書插

畫及其他教學內容出版品94冊。於2021年擇取代表性

的壓克力畫、陶瓷畫、漫畫、插畫及報紙、雜誌等出版

品，作回顧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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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輝之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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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後第一檔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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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個展聯展超過百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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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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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是一種工作；

拍貓，也是嗎……可能拍賣也是吧？

泡咖啡、種植栽、挖古蹟、唱歌、設計書籍也都是種工作，

還有什麼工作是人們很常忽略，但卻對社會有重要貢獻的呢？

「轉職潮2：原來還能這樣工作！」
日期：03/02(二)～04/05(一)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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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是什麼？

才不只有政府、國王、黨派、戰爭……

草藥、紙張、下午茶都是歷史，

這種日常生活史學，說不定對你的生活有更大的影響喔！

「野史，才有趣！」

日期：03/02(二)～04/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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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和藝廊、臺灣藝文走廊

展覽檔期申請開始囉！
即日起∼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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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

03/04(四)
重金屬之旅
Heavy Trip

四個重金搖滾邊緣人，魯在地下室練團12年，鎮上幾乎每個人都鄙視

他們，他們只好把所有怒氣發洩在音樂上。當城裡來了一位國際火紅

的重金屬音樂祭主辦人，意外獲得演出的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決

定以團名「插爆直腸」出征上路。一路橫衝直撞，偷車、盜墓、挾持

精神病患樣樣來，甚至闖越邊境與武裝軍人對抗，費盡千辛萬苦，只

為一戰成名的演出機會……

片長92分

[芬]

03/11(四)

阿勒坡最後的男人

Last Man in 
Aleppo

白盔隊員正努力維繫阿勒坡的市容，但整座城市已瀕臨瓦解，他們不

斷與時間搏鬥，冒著生命危險搶救瓦礫中的孩童。敘利亞戰火延燒了

五年之後，剩下的35萬阿勒坡居民正在為「圍城」做準備，透過白盔

志願隊的成員，我們在阿勒坡的街道上體驗日常生活，感受死亡和掙

扎。本片與阿勒坡媒體中心合作，描述一場大規模人道悲劇，在麻木

不仁的國際社會上演之際，一群真實英雄不凡的故事，以及他們該如

何面對自己對死亡的恐懼？

片長110 分

[阿]

03/18(四)

雞不可失

Extreme job

一支由5位掉漆警探組成的緝毒小組，因辦事不力被長官釘得滿頭

包，成天埋伏在毒販巢穴對面的炸雞店中監視，案情也毫無進展。

既然每天都得待在炸雞店，不如動手賣起炸雞，看似無厘頭的決

定，竟讓魯蛇警探們意外找到事業第二春，賣到嚇嚇叫的神級美味

炸雞，讓餐廳一夕爆紅，訂單電話接到手軟！副業做太大的警探們

有辦法達成使命嗎？對面的毒販又是否會聞香而來呢？

片長112分

[韓]

03/25(四)

芭蕾王者 尤利

Yuli

尤利是一個天才男孩，不受管教又不愛上學，成天在哈瓦那的街頭廝

混，與人Battle街舞。他的父親深知兒子有舞蹈天賦，一手將他從街

頭拽回，強迫他進入古巴國家舞蹈學校學習芭蕾，貪玩的尤利一點也

不想穿緊身褲，只想成為像球王比利那樣的足球明星，總以逃課、打

架表達自己的不情願，然而在學院老師的用心栽培與指導下，最後他

還是一頭栽進迷人的舞蹈世界。憑藉天分與努力，尤利逐漸成為一代

傳奇舞者，擁有長達17年的輝煌職業生涯，並打破傳統，成為倫敦皇

家芭蕾舞團首位飾演羅密歐的黑人舞者。

片長112分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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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季閱讀公園活動列表

 春季閱讀公園活動   

時間：     

合辦單位：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荒野保護協會、財團法人光寶文教基金會、

 凌網知識股份有限公司(依筆劃順序排列)

序號 時間 活動名稱/講師 活動地點
參加對象

名額/報名方式

1
10:00-12:00
13:00-16:00

悠遊北緯23.97度-海洋教
育體驗

5樓特展室 一般民眾/線上報名 

2 10:00-12:00 "袋"代相傳祖孫情
博愛門旁文創品大
櫥窗前

一般民眾/自由參加

3 10:00-12:00
不只環保，更要好玩！
什麼是〈永續旅行〉/台灣
環境資訊協會-謝璧如老師

臺灣藝文走廊
一般民眾/40名/線上
報名，報名者優先

4 10:00-12:00
「五」告么「獸」讚—
中山樓科技創新互動展

一樓中和門梯廳 一般民眾/自由參加

5 10:00-12:30
笛音飄揚樂陶陶/巧克力老
師（陳若儀）

視障資料中心
B1研習教室

身心障礙者20名，陪
同者10名/線上報名 
(若超過30名仍可報
名並參與旁聽，但無
法領取陶笛贈品)

6 10:00-16:00 雲端閱讀　世界任你遊 4樓4045教室 一般民眾/自由參加

7 13:30-16:30
我家也有仙人走獸
-大富翁桌遊

視障資料中心
B1研習教室

線上報名/現場報名
(每場次30人，共辦
理2場次)

8 14:00-16:00
〈誰是電力怪獸？〉
家用電器的節能秘訣/荒野
保護協會講師-吳思霈老師

臺灣藝文走廊
一般民眾/40名/線上
報名，報名者優先

9 14:00-16:00
樂活森林停看聽/「上山下
海過一夜」主持人之一科普
書籍作者-黃仕傑老師

3052教室
一般民眾/線上報名30
名/現場10名

10 14:00-17:00
電影聽賞-《小魔花》/台北
物語導演-黃英雄老師

1樓簡報室
身心障礙者優先/一般
民眾/自由參加

11 16:30-18:00 露天音樂會 小葉欖仁區 一般民眾/自由參加

12 14:00-16:00 好書交換活動 勵學廣場
一般民眾
(已持有好書計點卡或
當天參與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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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中山樓新春賀禮                   電話：(02)2861-6391 #113 焦小姐

 03/03（三） △ 在爺爺背後 / 兔子 阿姨          

 ▼ 咦?大野狼來了你怎麼不逃跑? / 圈圈 阿姨

 03/10（三） △ 小象的雨傘 / 櫻桃 阿姨           

 ▼ 大毛二毛三毛四毛羊兒 / 蘋果 阿姨

 03/17（三） △ 忘東忘西大王、 神奇上學路 / 梅子 阿姨             

 ▼ 夢遊 / 楚萍 阿姨 

 03/24（三） △ 我才不放手呢！ / 素娥 阿姨           

 ▼ 越南民間故事：粽子與麻糬的故事 / 圈圈 阿姨 

 03/31（三） △ 蠟筆小黑 / 繼英 阿姨           

 ▼ 全世界最有禮貌的大野狼 / 梅德林魔法師

阿達一族
日期：03/13（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準備開始彈手指吧！陰森又古怪的家庭《阿達

一族》動畫首次躍上大螢幕！故事描述阿達一族成

員高魔子和魔帝女熱戀而結婚，卻在婚禮當晚卻遭

到全村的攻擊。魔帝女心灰意冷的想遠離塵囂，在

高山的廢棄鬧鬼療養院成家。他們用獨特又傳統的

阿達一族的教育方式，養育著女兒星期三和兒子普

斯利。當小孩逐漸長大，未曾出過家族大門的星期

三對家門外的世界產生了好奇；熱愛爆破的普斯利

也要應付成年禮，學習瑪祖卡劍舞，通過阿達一族

的家族傳統考驗。然而在同時間，高山下的小鎮卻

因為瑪格的煽動，排斥起特異的阿達一族，把他們視為怪物，要將他們趕出小鎮附

近。阿達一族能化險為夷，與小鎮順利共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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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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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習慣，走開！】兒童繪本主題書展

日期：03/01～03/31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為什麼一定要早睡? 」、「為什麼每天要刷牙? 」、

「為什麼要收玩具? 」、「什麼叫做準時?」

可怕的「壞習慣」已經成為你家寶貝的好朋友了嗎?本

月親子資料中心挑選一系列與生活習慣相關的繪本好書，歡

迎親子一起到館看繪本、培養好習慣喔。

 海洋講座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島與鯨。海洋之子：《男人與他的海》拍攝紀實

海洋閱讀─23.97

中文發音、中文字幕、片長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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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03/23(二) 14：00－16：10     地點：4F 4045教室

時間：03/30(二) 09：30－11：30     地點：B1 演藝廳

黃嘉俊 主講（黑糖導演） 

臺灣是一座海島，海島兩個字說明了，海和這座島的關係是如

此緊密且無法脫離。身為海島民族的我們，血液裡其實都流著不可

抹滅的海洋DNA，面對四周包圍著的海洋，處處都是機會，充滿著

各種可能性，只要我們像鯨魚、像我們的祖先一樣，不冀望陸地，

往最深最廣的海游去，充滿希望驚喜的未來，就在前方。

廖鴻基 主講（海洋文學作家） 

23.97，一條隱形的北緯線，卻讓花蓮港的紅燈塔、南投臺灣

地理中心碑，與彰化芳苑燈塔有了奇妙連結。

登高離岸，一個對山嶺後頭的好奇，竟讓臺灣東海岸的鯨豚

使者，突圍海島限制，再次啟航，重新看見海洋。

透過環境自覺，閱讀臺灣兩座燈塔、兩個地點、一道緯度，

勾起海洋作家廖鴻基的好奇，萌發探索臺灣西部海岸的想法。

2003年，廖鴻基組成工作團隊，租用一艘二十噸賞鯨船為工作

船，以一個月的時間航繞臺灣一周，執行「繞島計畫。期望藉由這

次行動，突圍海島限制，讓臺灣社會對疆界的思維，從傳統的陸地海岸延伸到沿海，藉以

宣示「海洋」應該是島國社會重要的生活領域。臺灣並不大，也許可以透過「多認識一座

城市」、「多認識一段海岸」、「多認識一片海」……為行動意念，走出去、航行出去，

就同廖鴻基所說的「海洋無可預約，但值得期待」。
 繪本故事活動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Little Bear Story & STEAM Time】

小黑熊外文繪本&STEAM活動時間

日期：03/13（六）09：30－11：00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B1研習教室

故事老師：Julia老師  

故事主題：“100 Easy STEAM Activities”

對象：   小學4~6年級小朋友報名參加(報名資訊請洽親子

資料中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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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請全程配戴口罩）

《談情說愛，古人超有哏》問世間情為何物？關於古人華麗

轉身的愛情，我們可能統統都猜錯。面對單戀的苦澀、熱戀的甜

膩，以及愛的不完美，作者宋怡慧親自說給你聽！

共讀書籍：《談情說愛，古人超有哏》

時間：03/09、03/23（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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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結句點王．online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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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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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1 - 02/15、02/28、04/03 -04/05

星空轉運牛花燈大放送

街道命名的政治與臺灣都市街道名稱的特色

黃雯娟老師 主講（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地名的發生，源於人類對地點的辨認和指稱，也與該地區人群使用

的語言關係密切，通常會以明顯的地形或地物來命名，因此一般多將地

名視為文化產物。透過地名，一方面可看出生活在這裡的人們對地表空

間建構出次序性與親近感，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們特有的文化價值觀。

然而，隨著歷史的發展，臺灣歷經不同政權的統治，地名做為空間權力象徵的闡釋，也不

斷演變，不同的統治者甚至會為了某種目的而特意命名，特別是市街地區的街道命名最為

明顯。本次講座將借助批判理論從國家權力的面向切入，討論臺灣街道命名歷經不同政權

治理下的變遷與意涵，並比較分析國家權力對街道命名的文化政治展現，尤其著重在臺灣

的殖民與去殖民過程中，地名的變動所展示的空間權力之象徵意義。

時間：03/13（六）上午09：30-12：20 地點：4F 4045教室 臺灣圖書館x點茶1869聯名款「茶葉木盒」系列（共7款）

以臺灣在地茶葉表現出最純粹的臺灣文化，精挑細選出經歷百年傳

承的好味道。

臺圖文創品介紹
 臺灣學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4221 陳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