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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電影院   建國百年系列影展《臺灣篇》

■時間：雙週日 14：00起

■地點：1F 簡報室

主題電影院   當電影遇見小說  

■時間：每週四 14：00起   ■地點：1F 簡報室

3/13(日)戀戀風塵

片長109分 

本片由侯孝賢導演、吳念真編劇；描寫礦工山鄉一群子女，出城謀

生的故事。體現了青春成長的酸甜苦辣，及貧寒青年初出熱鬧城市

的體驗，很真切很微妙。

本片榮獲「影史百大華語電影」前十名殊榮。

3/27(日)不能沒有你

片長92分

本片為戴立忍導演第二部劇情長片，劇情改編自一則「父親抱著女兒

跳天橋」的真實社會新聞，導演透過黑白影像描繪人性最真實的父女

親情，呈現臺灣底層社會的真實面貌。

本片係「影史百大華語電影」出品年代最新的電影。

3/10（四）

時空旅人之妻
The Time Traveler's 

Wife

美國女作家奧黛莉尼芬格（Audrey Niffenegger）暢銷冠
軍小說改編；克萊兒6歲遇見36歲的亨利！她23歲，他31
歲結婚，離別後再度重逢時，她82歲，他卻只有43歲…
亨利是個時空旅人，在時空跳躍下不斷地與克萊兒相遇，
他們相知、相戀、結婚卻又分離！

片長110分 

3/17（四）

穿條紋衣的男孩
The Boy in the Striped 

Pajamas

愛爾蘭新生代作家約翰波恩（John Boyne）同名小說改編
，以八歲孩子的眼光，描述了集中營裡的生活，以及身為
指揮官兒子的他，與一位猶太男孩之間動人的友誼。
本片以童真的眼光，對歷史鬥爭與暴行，重新做了一次檢
討，也對世人警訊，戰爭與仇恨無知的可怕。

片長110分 

3/24（四）

婚  假
Vacation

日本紀實文學巨擘吉村昭（よしむら あきら）的短篇小說
《休假》改編，故事描述即將結婚的獄警平井，為獲一星期
連假，讓蜜月成行，遂自願擔任行刑助理動手殺人。
然而，事情沒有想像中簡單，雖說是職責所在，但曾奪取他
人生命的平井，真能獲得幸福？必須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片長112分 

3/31（四）

在世界轉角遇見愛
The World Is Big and 
Salvation Lurks around 

the Corner

德國作家伊利亞托亞諾（Ilija Trojanow）的同名得獎小
說改編，由德國、保加利亞、匈牙利和斯洛維尼亞等四個
國家合作，費時八年拍攝完成。
電影橫跨了三個不同的年代、三個不同的世界和三個不同
的世代，以極深入淺出的方式娓娓道來劇情，十分引人入
勝。

片長1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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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提醒大家依影片分級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簡報室座位計有65席，影片放映前30分鐘開放入座，額滿為止★

 主題書展  「一城一書」樂閱讀

■時間：3/1～3/27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一書一城（One Book, One Community）」運動係美國西

雅圖「華盛頓圖書中心」為讓全市民參與閱讀，於1998年開始

推動之活動；「一城一書」亦是教育部於99終身學習行動年，

辦理「全民樂閱讀」活動主軸之一，由23縣市透過轄內各級學

校校長、讀書會以及在地作家的推薦，經民眾參與票選及專家

學者的評審，選出「城市之書」，讓每一座城市都有代表性的

好書。本次書展特展示各縣市票選之優良圖書，例如：臺北市

「在臺北生存的十個理由」、桃園縣「11元鐵道之旅」、臺中

市「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彰化縣「放一山在心中」、臺

南縣「老師的十二樣見面禮」、高雄市與屏東縣「做自己與別

人生命中的天使」、澎湖縣「這一生，至少當一次傻瓜：木村

阿公的奇蹟蘋果」等，期望藉由本次活動，建立各城市閱讀社

群，推動全民閱讀風氣。

形變的思維/黃俊明
■時間：3/5～3/15

■地點：4F 雙和藝廊

形變是當代數位潮流的表現思維，形變一

詞又可稱為「轉變」或「轉換」，緣自於英文的

“Transform”，形變包含了位移、旋轉、縮放、

可視等維度，藉由這些維度的相加、交換、組合、

變化而產生新的圖像，或是新的物件，這些影像或

物件有別於類比創作的思維，不論創作形式或表現

媒介，都有當代新媒體的特徵。個人以數位的形變

作為工具，以在地的環境、社會、人文作為背景，

希望能夠在零與一的虛擬維度之外，提供獨特、感

性、知覺、具穿透力的在地觀點。

悠遊與淨默之間/薛如婷
■時間：3/17～3/27

■地點：4F 雙和藝廊

每個畫家都應有屬於自己的繪畫語言，在創造旅程

中過去12年，我將職場上”多向度”的立體經驗，轉換成

平面表現。把具象與抽象結合、並把現實與非現實建構關

係，從寫實風格到矯飾圖法，甚至頹廢主義或者是具有達

達色彩超現實風格，我始終在追求一個理想，如何在顛覆

傳統的作品中，保留應有的人文跡象。

並嘗試將流動的中國潑墨，改編成抽離的格局，納入

人文思維或則加入非現實的場景，重新塑造繪畫的另一種

風情。
節能減碳專題展覽
■日期：2/1～4/30

■地點：1F 大廳

近年國際能源價格及物資上漲，形成通貨

膨脹壓力。臺灣能源資源匱乏，所受的衝擊尤

為顯著。若不能有效調整因應，將直接衝擊經

濟發展，乃至減損國家競爭力。

本館特與臺電公司、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及新北市環保局合作，針對節能減碳主題，展

出各單位相關資訊。臺電積極推展小自家庭電

器節能提昇效率，大至再生能源與運用大自然

風力發電原理，在提高能源效率、發展潔淨能

源、確保能源供應穩定的方向下，全力配合推展再生能源與節能減碳。

節能減碳專題影展
地球危機+氣候大異變）

■時間：3/3（四）14:00 開始播放（片長共約104分) ■地點：1F 簡報室

*放映前30分鐘開放入場（共65個座位，額滿為止）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南方進行曲－館藏「南支南洋」類書展

■時間：2/15～5/1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近代日本的南進政策之一，乃以臺灣為基地，

利用臺灣總督府在臺的調查經驗，針對華南及南洋

地區進行人文及自然資源的大規模調查，作為南進

政策之參考。

1915年，日本國內成立財團法人南洋協會，同

年設立臺灣支部，編輯出版有關南洋的書籍。臺灣

總督府則於1919年成立官房調查課以研究調查南洋

和華南的制度、經濟。

日治初期，日本即在南洋分別設立臺灣銀行、

華南銀行之分行，對華南及南洋地區工商業者提供

融資，並積極推動與該地區的貿易。1936年臺灣拓植株式會社成立，產業遍及臺灣、

南支南洋各地，中日戰爭期間提供日軍之軍需物質。

學術機構方面，1919年設立臺北高等商業學校，以培育南方貿易人才為重心；

1928年成立臺北帝國大學，之後相繼成立熱

帶醫學研究所、南方資源研究所等附屬專

業機構，從事南支南洋的學術研究。

1939年成立的臺灣南方協會，為總督

府的外圍機構，負責南洋情勢的調查研究

和政策規劃並培養所需人才。1940年，實

業家後宮信太郎捐贈一百萬日圓設立財團

法人南方資料館，統合總督府以往蒐集的

南方關係圖書資料，提供一般大眾利用。

本次展出相關的南方調查事業史料，以供

讀者瞭解日治時期華南及南洋地區之概況，以及當時調查研究成果和國家勢力開拓之

關係。

＊本展中使用的名詞，回歸史料用語，不涉及意識型態，敬請讀者諒察。

重修舊好─圖書修護成果特展
■時間：即日起～3/31

■地點：5F 特展室

「重修舊好─圖書修護成果特展」，將

透過館藏珍貴的圖書、檔案及文物，帶領大

家瞭解圖書館一頁裝裱修補歲月的故事，展

品均為本館典藏中具代表性的圖書文物，其

中包含兒雷也豪傑譚、臺灣外國貿易年表、

臺灣輿圖、改正臺北市全圖及本館館史檔案

之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現有館舍平面圖、新

店書庫、環河南路宿舍檔案等。文物展品則

有：圓背機、扒背槌、打孔機、壓溝槽機等少

見於世的圖書修護專業工具，同時以圖文述說加強修護工作的基本流程暨儀器設備介

紹等，是一場兼具廣度與深度的盛宴，這些難得一見的展品，值得大家細細品味。

帛琉產業試驗場附近光景

映畫活動
配合展覽主題播放相關影片，歡迎觀賞

■片名：片格轉動間的臺灣顯影（片長120分鐘）

■時間：2/23(三)、3/16(三)、4/9(六) 14:00開始放映

■地點：六樓臺灣學研究中心多媒體放映區（展覽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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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事 童 樂 會 聽故事時間

繪 本 童 書 園 聽故事時間

主題：春暖花開走透透－臺灣我的家

時間：週三△上半場15：00-15：30 

          ▽下半場15：3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對象：4-8歲兒童及家長

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 3/02（三）△老榕樹搬家 / 邵源源

  　　　　　▽賣香屁 / 洪秀鳳

▼ 3/09（三）△少年西拉雅 / 林麗容、洪素娥

　　　　　　▽春天在大肚山騎車 / 李春梅

▼ 3/16（三）△臺灣人的故事-證嚴法師 / 曹玉玲

　　　　　　▽希望的種子 / 洪秀鳳

▼ 3/23（三）△臺灣畫寫筆記 / 林秀麗

　　　　　　▽五月木棉飛（福爾摩沙自然繪本）/ 陳信美

▼ 3/30（三）△阿彩返鄉記 / 林冠琴

　　　　　　▽我的台北 / 章寶英

地點：B1 樂學室

對象：4-8歲兒童及家長

自由參加（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時間：15：00-16：00

 日期：

▼ 3/05（六）超神奇糖果鋪 / 章寶英、陳祈佑、陳品如、盧尉然、王穎聰

▼ 3/19（六）小罐頭 / 郭筱晴、張慧民、蘇家慧、許郁翎、周士茹

【春暖花開走透透－臺灣我的家】影片欣賞

【春暖花開走透透－臺灣我的家】兒童書展
展出以「臺灣」為主題的兒童圖書

■日期：3/1~3/27

■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樓

終身學習系列講座

我的閱讀經驗

詹宏志（PChome Online網路家庭董事長）

■時間：3/5（六）10：00-12：00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面對龐大資訊，我們必須有方法快速地尋找資

料，有效地組織成有意義的內容，以提升生產力。

本館邀請曾任《聯合報》萬象版主編、《中國時

報》藝文版主任、遠流出版公司總經理等職，現任

電腦家庭出版集團發行人詹宏志先生來館演講，詹

先生著作豐富，有《趨勢索隱》、《城市觀察》、

《趨勢報告》、《創意人》、《城市人》、《兩種

文學心靈》等多種，並策劃監製《悲情城市》、

《戲夢人生》、《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等影片多部。其藏書4萬多冊，參與編輯過上

萬種書籍，本次將與讀者分享其閱讀的經驗，歡迎讀者踴躍參加。

與作家有約

《超越景氣的投資術:這樣做,你也可以打敗巴菲特！》

盧冠安（本書作者）

■時間：3/9（三）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在享受中國年後，荷包滿滿該妥適安排，尤

其不景氣的時代、大通膨的年代，抱怨什麼都漲就

是薪水不漲之外還能投資什麼呢？盧老師原來是一

個30出頭的區區薪水族，卻能靠著薪水轉投資累積

財富、身價翻倍，而為了教大家不要再賠錢，還設

立了百萬人氣財經部落格。當2008年金融風暴發生

時，作者還能獲利7%，報酬率打敗巴菲特、媲美索

羅斯，他到底是怎麼辦到的？盧老師在本書中分享

投資祕辛，告訴你景氣循環是可以預測的，只要根

據景氣選擇正確的投資工具，你可以不理股市名

嘴、不甩理財專員，提供您判斷投資，成為金融市場真正的大贏家！

臺灣學系列講座  

蒐藏˙臺灣歷史─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為例

呂理政（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

■時間：3/12（六）10：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任務在保存維護臺灣的歷

史文化資產，建構臺灣人共同的歷史記憶，奠基臺灣

史研究傳統，推廣臺灣歷史文化教育。要完成這個任

務，首先必須以典藏研究啟動建立博物館資源，而博

物館的基礎資源就是蒐藏以藏品為核心的多元資料。

本館的三個核心研究主題是：臺灣涉外關係、臺灣族

群互動、臺灣現代化。相輔相成的蒐藏計畫有三：海

外臺灣相關資料調查與收藏計畫、民間史料調查與收

藏計畫、近代及當代收藏計畫。整體目標是建立文獻

史料、文物、圖像共構的「臺灣史多元資源中心」。

印尼圖書導讀活動  

閱讀無國界˙無國界閱讀

莊尚花（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印尼文兼任教師）

■時間：3/20（日）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對象：新住民及關懷新住民的民眾

■參加方式：免費自由入場。

介紹有趣而實用的印尼文圖書，並說明如何辦理借書證和圖書外借。

【春暖花開走透透－臺灣我的家】知識百科
於親子資料中心1至2樓樓梯長廊展出介紹臺灣風土民情、人文…等相關知識。

■日期：3/1~3/27

■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

【春暖花開走透透－臺灣我的家】賓果樂
以簡單、趣味、引導及創意為原則，設計適合國小學童的主題閱讀學習單。

■日期：3/1~3/27

■ 活動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F

可集活動點數2點。

片名：大嬸婆與小聰明2

「大嬸婆與小聰明」是本土畫家劉興欽老師創作的經典漫畫，描寫「快樂

村就是內灣」，推廣內灣的觀光產業、及客家文化。教育部國語會將動畫

重新配音後，作為小朋友學習閩南語的最佳教材，深受國小兒童歡迎，老

少咸宜，適合闔家觀賞。

片長：110分鐘（動畫、閩南語發音、普遍級）

時間：3/12（六）14：00 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17 世紀熱蘭遮城雛形

1910 年代的街邊竹工

時間/2月15日～5月1日     地點/本館6樓臺灣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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