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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影展   經典科幻電影院

■時間：雙週日 14：00起

■地點：1F 簡報室

主題影展   LOVE電影院 

■時間：每週四14：00起   ■地點：1F 簡報室

2/13(日)移動城市

片長111分 

世界存在著具有特殊超能力的人，而特殊異能成了黑暗組織毀滅工

具。異能者挺身而出，為了保命，更為了文明世界，這些具超能力

的異能者決定向組織宣戰，共同對抗擁有可以改變人心能力的神秘

組織！

2/27(日)星際大爭戰

片長104分

看似平靜的銀河系瀰漫著致命不安的氛圍，女軍官意外經歷死亡突襲

，大難不死的她決定鍛鍊成為戰爭機器，來抵抗賽隆軍團的威脅。

面對魔鬼軍團的大舉進攻，人類究竟是否安然逃過這場浩劫呢？

2/10（四）

愛情趴趴走

一名發誓不再愛人的女人，以及一名受歡迎卻
認為自己不需要愛情的男人，兩人之間從不懷
好意的接觸、衝突，因而擦出愛的火花。

片長101分 

2/17（四）

戀愛情結
<長短腳之戀>

十歲的阿捷與奈娜兩小無猜，沒有電動、沒有
網路，卻永遠有玩不膩的小遊戲，他們跳橡皮
筋、玩扮家家酒、打扮成電視上的武俠人物，
直到面臨分別的那一天…

片長99分 

2/24（四）

小 情 人

理沙和大谷，個性超合、簡直是搞笑二人組，
但身高相差一根叉子的兩人能順利談場甜蜜戀
愛嗎？一部青春無敵的愛情喜劇電影。

片長10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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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以臺灣

為基地展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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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出版有關東南

亞的書籍。臺灣總督府則於1919年成立官房調

查課以研究調查東南亞和華南的制度、經濟。

日治初期，日本即在東南亞分別設立臺灣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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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東南亞情勢的調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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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萬日圓設立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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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讀者瞭解日本治臺時期華南及南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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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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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觀眾皆可觀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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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旅程』
■時間：2/8～2/27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不丹是全球公認幸福指數最高的國家，

素有「喜馬拉雅山下香格里拉」及「雷龍之

國」稱號，亦是2011年臺北國際書展之國家主

題館，本次書展以此為主軸並延伸展出通往幸

福國度旅程之相關圖書，展出圖書如：「超越

天與地：雷龍之國不丹的隱秘歲月」、「淨土

不丹」、「不丹漫遊：途經印度浮光掠影」、

「不丹詩情」、「飛越喜馬拉雅山」、「365

天心靈旅程」、「遇見喜馬拉雅山的大師」

等，歡迎有興趣的民眾，與我們一起邁向幸福

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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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水墨研究會聯展

■時間：2/10～2/27

■地點：4F 雙和藝廊

本次展覽是由臺灣水墨研究會主辦，參加的

成員有鍾碧雲、黃人鸞、陳明玉、徐玉琴、杜黃芳

粉、謝黛娜、葉昱伶、陳美雲、林金玉、戚其豔、

李紅玉、劉思吟、劉素琴、陳美智、卓寶貴、鄭瓊

珠等共十七位。每位的畫齡都非常資深，在陳銘顯

教授的指導下都有傑出完美的創作。展覽作品的內

容有山水、花鳥、動物，有寫意，也有工筆。繪畫

的題材擷取自生活周遭的環境，以寫生或攝影的方

式，接近大自然。透過心靈的感受，將名山大川、

小橋流水、湖泊森林、民俗、鄉野風情等用彩筆捕

捉下來，並將個人的思想、感情和創思融入畫作中。本會國畫含水墨、彩墨、墨彩、

重彩等，表現形式以展現現代國畫的精神，題材上是無所不畫，無所不入畫。創會至

今已展覽過二十多場次，如國父紀念館、基隆文化中心、中正紀念堂﹍﹍﹍等，均獲

好評，本次展出為成員的新作，尚祈同好蒞臨觀賞。

政府出版品主題書展

臺灣味‧TaiwanWay—臺灣交通運輸發展
■時間：2/9～2/27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為配合『第19屆台北國際書展』政府出版品展區之主題，本次書展以

【臺灣味‧TaiwanWay—臺灣交通運輸發展】為主題，聚焦可以呈現臺灣由

古至今及未來的交通運輸發展等各種面向之相關書籍；選書包括《鐵馬逍遙

遊》、《日治時期的海運》、《烏來台車時間旅行》、《大家來寫村史35－

鐵道風情錄－田中中路里的故事》、《縱貫環島‧臺灣鐵道》、《林鐵尋跡

─尋找消失的五分車，八仙山森林鐵路》、《高速鐵路建設成果系列畫冊

03－空中導覽》等。

節能減碳專題展覽
■時間：2/1～4/30

■地點：1F 大廳

近年國際能源價格及大宗物資大幅上

漲，形成全球性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臺

灣能源資源匱乏，受國際能源價格波動的

衝擊尤為顯著。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問題日

趨嚴峻，亦直接影響化石能源的利用與能

源使用的結構。此一新能源情勢的發展，

勢將增加民眾的生活負擔，並提高產業生

產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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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館特與臺灣電力公司、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及新北市政府環保局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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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為將水資源教育向下扎根，以打造綠色供水城市奠基，自96年

起分3年免費發送家庭用戶節水墊片，並製作節水學習教材免費贈送，配合宣導文宣已

有效降低用水量。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成立「低碳社區發展中心」，著力於「省電節能」、「綠色交

通」、「資源再利用」、「低碳生活」與「低碳產業」等低碳作為之推廣，期望建構

新北市為我國低碳示範城市，進而帶動全國城市共同建構低碳優質生活環境。

帛琉產業試驗場附近光景
週三  9:30 - 11:30  (自行參觀)

週三 14:00 - 17:00 (預約導覽)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祝大家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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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事 童 樂 會 聽故事時間

繪 本 童 書 園 聽故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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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兔迎新春

▼ 2/09（三）△過新年 / 邵源源

            ▽麻雀 ‧ 稻草人 / 張慧民

▼ 2/16（三）△玉兔下凡 / 林秀麗

            ▽送禮小兔子‧波利 / 洪秀鳳

▼ 2/23（三）△▽聰明兔 / 章寶英、陳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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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9（六）大怪龍阿烈 / 王秀俐、張邦珍、溫

淑貞、魏秋婉、呂慧芬

親 子 影 片 欣 賞

「有你好幸福」書展
展出以「幸福」、「快樂」為主題的兒童圖書

■日期：1/2~2/27

■對象：國小學童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樓

「快樂寒假‧悅讀不丹」寒
假閱讀學習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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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27

■領取方式：1月21日起親至本館親子資料中

心領取或至本館網頁下載學習單。

■對象：國小學童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樓

■獎勵品兌換：活動期間，完成閱讀學習護

照，可集活動點數2點及閱讀認證。

終身學習系列講座

臺灣戲曲風景線----也談明華園「蓬萊仙島」

徐亞湘（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教授）

■時間：2/19（六）10：00-12：00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臺灣戲曲從清領、日治、戰後國府到當代，一

路走來，觀察原鄉劇種的在地化嘗試、商業劇場興

盛後的生態變化、政治力作用與藝人因應、當代戲

曲精緻化的主旋律、外台戲的未來、跨領域創作的

引領風潮等，得以讓我們在知性的基礎上理解當代

戲曲現象。

而從南管戲、亂彈戲、四平戲、歌仔戲、客家

戲、京劇、豫劇、布袋戲、傀儡戲、皮影戲的不同

聽覺、視覺經驗中，我們可以試著理解臺灣人的情感與愛憎。之後，明華園即將推出的

新戲「蓬萊仙島」可以怎麼被欣賞，我們心中將有不同的定見。

與作家有約

《不只是旅．行》

黃國華（本書作者）

■時間：2/16（三）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在新春佳節，日本是國人喜愛的旅行國家，

本書介紹各特色旅館，以及全日本從北海道到九州

的獨門風景，以及多樣的美術館、博物館入門，擅

寫投資理財類書的作者，一改過去財經專業作家形

象，作者將讀者帶入一個風景悠然、美麗的繽紛世

界，並藉由文字與日本人文美景，道出他對人生議

題的觀察與思考，和讀者一同在心中交互激盪。全

書搭配數百張作者精心攝製的照片，以及規畫的路

線，讓讀者發現從來不知道的日本另一面。

臺灣學系列講座  

臺語藝術歌曲的詼諧與典雅

顏綠芬（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教授）

■時間：2/12（六）10：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日治時期的臺語通俗歌曲創作有民歌仿作、流行

歌曲、社會運動歌等，音樂上多半只創作旋律，對象為

一般大眾，其通性是歌詞通俗、易記易唱，但精緻度有

限。臺語藝術歌曲戰後初期曾曇花一現，例如呂泉生的

《搖嬰仔歌》、《杯底不可飼金魚》，陳泗治的《逝去

的悲歡歲月》、郭芝苑的《紅薔薇》。之後因政府壓抑

母語，作曲家發表無望，幾乎不再寫作臺語藝術歌曲。

一直到解嚴後，有更多優秀的臺語詩發表後，作曲家才

又開始創作臺語藝術歌曲，例如張炫文《叫做臺灣的搖籃》(謝安通詩)，林福裕的《夢

你》、《淡薄仔朋友》》(林邊詩)，蕭泰然《阿母的頭鬘》 (向陽)、《上美的花》(東方

白)，郭芝苑的〈花開情也開〉(詹益川詞)、〈蘇武在臺灣〉(巫永福詞)等。這些歌曲有

的抒情優美、有的幽默逗趣，值得大家認識與欣賞。

片名：大雄的恐龍

片長：107分鐘（動畫、中文發音、普遍級）

時間：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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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館農曆春節2月2日至2月7日閉館，1月27日至2月1日通知取

書者，預約取書期限將予以延長。春節閉館期間，館前門還書口照

常提供投遞服務，請讀者善加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