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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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聲入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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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1(四)
蜜蜂與遠雷
Listen to the 

Universe

每三年舉辦一次的國際鋼琴大賽是年輕鋼琴家踏進音樂殿堂的神聖
門票。曾被捧為天才少女卻無故消失的亞夜、最後一次追夢的平凡
老爸明石、從外表到琴藝都無懈可擊的音樂王子馬薩爾、被鋼琴之
神眷顧的謎樣少年塵。以四人為首，展開一段自我懷疑，為實現理
想不惜賭上一切的追夢之旅。經過重重關卡，究竟誰能得到音樂之
神的眷顧？誰的琴聲最終能讓世界鳴響？

片長119分

[日]

04/08(四)

奧斯卡配樂大師
亞歷山大戴斯培

In the tracks of   
Alexandre Desplat

連獲兩屆奧斯卡最佳原創音樂獎的亞歷山大戴斯培，是叱吒全球影
壇的電影配樂傳奇。憑藉精湛的古典交響樂學養、幻化多端的音
樂風格，諸如優雅迂迴的《色，戒》或詭奇怪美的《水底情深》，
戴斯培皆能信手拈來，深受世人推崇。本片跟隨戴斯培深入配樂現
場，聆賞倫敦交響樂團、布魯塞爾愛樂管弦樂團奏響磅礡樂章，並
訪問諸多巨星名導、傾聽戴斯培娓娓道來心路歷程，沉浸在悠揚動
人的光影樂章。

片長62 分

[法]

04/15(四)

魔力女聲
Teen Spirit

居住在英國郊區、喜愛唱歌的薇拉白天上學，晚上則在酒吧駐唱，
她一心夢想成為流行歌手，可以讓她逃離煩人的現實生活。薇拉瞞
著母親報名了英國最盛大的歌唱選秀大賽，在踏上星光舞台的過程
中，她必須堅定自己的信念、贏得屬於自己的掌聲，勇敢追逐夢
想，努力讓自己發光發熱！

片長94分

[英]

04/22(四)

這條路上：百年童
謠的誕生

The Old Road—
Konomichi

北原白秋出生於日本福岡縣富裕商人之家，天性狂野。他從中學時
期就開始投稿詩作，隨後發表一系列童謠創作，成為家喻戶曉的音
樂詩人。個性嚴謹的山田耕筰是日本最早的古典音樂作曲家之一，
他從柏林留學回國後，就開始致力於國內古典音樂的創作與指揮，
而他也從事童謠創作，最著名作品是〈紅蜻蜓〉。兩位個性與風格
南轅北轍藝術家，原本王不見王，卻因大時代因素而聚首，組成童
謠詞曲二人組，替全日本的孩童，創作出許多經典童謠，帶來快樂
童年時光。

片長104分

[日]

04/29(四)

歡迎光臨！
東京管樂團

Any Way the Wind 
BlowsTeen Spirit

一群文化教室的業餘樂團被誤認為是東京知名管樂團，而這一切是
屋久島區公所小職員樋口自己搞錯的一場大烏龍！當她發現自己邀
錯對象，騎虎難下的樋口只好將錯就錯硬著頭皮請他們：「繼續假
裝是『本尊』吧！」眼看開演在即，他們該如何為這齣鬧劇畫下句
點？

片長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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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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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才樂手行不行 In Your Hands
播放場次：04/25 (日) 一場 /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年輕樂手馬提爾在巴黎火車站演奏鋼琴，悠揚的樂音吸引了音樂學院總監皮耶的

注意。皮耶知道他找到了天才鋼琴家，急忙把馬提爾帶回學校，並指定校內最優

秀又最嚴格的音樂老師「女爵士」，擔任馬提爾的私人家教，希望馬提爾能在國

際最具聲望的鋼琴比賽中脫穎而出。沒有受過專業訓練、出身貧窮、對自己充滿

懷疑的馬提爾單靠天賦與短暫努力就能成功嗎？皮耶賭上了一切要栽培馬提爾，

但真的能如願讓天才樂手一戰成名嗎？

片長106分鐘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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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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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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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結句點王．online讀書會

 線上讀書會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雙和藝廊                   電話：(02)2926-6888 #5416 企推組

我們希望藉由觀賞環保電影，分享永續環境知識，培育更多

「愛地球行動知識」種子，並能將愛心、再生之精神，落實於日

常生活習慣之中。我們相信透過善念，一個小行動所引發的蝴蝶

效應就能帶來改變。歡迎大家前來共同參與，透過微小行動改變

世界。

電影場次：

1. 04/28(三) 大搶救(The big fix)

2. 05/05(三) 塑膠天堂：太平洋垃圾帶(Plastic paradise)

3. 05/12(三) 沃爾瑪：低價的代價(Wal-mart)

4. 05/19(三) 美味代價(Food, Inc)

5. 05/26(三) 我的巴黎舅舅(Amanda)

活動時間：14:00-17:00(13:30開始入場)

主辦單位：靈鷲山佛教基金會、國立臺灣圖書館

協辦單位：愛‧和平‧地球家(GFLP)、生命和平大學

*報名者優先入場，報名請掃QR。

「生命和平‧地球永續」環保電影活動

 2021環保星期三電影活動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申請表單下載

全新角度趣解亂世古人生存實錄：諸葛亮狂投求職信卻

沒下文？曹植與曹丕假論文學真吵架？搞垮半壁江山的後主

到底多昏庸？長輩又要你孔融讓梨？這世界很煩，但你要想

辦法臨危不亂！本書作者祁立峰老師以「六朝文學」為題，

補充課本沒告訴我們的時代議題、學校沒教的社會潛規則。

4月就跟著宋怡慧老師一起讀，一起進入這混亂又充滿

魅力的小小斷代吧！

共讀書籍：《亂世生存遊戲：從三國英雄到六朝文青都得面對的闖關人生》

時間：04/13、0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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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不需報名，只要到國臺圖YouTube頻道就可以線上參加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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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遊世界•童心童畫～劉宗銘作品展

心境、意境 - 朱靜毅油畫創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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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國立臺灣圖書館和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合辦的「漫遊世

界．童心童畫~劉宗銘作品展」，集結了劉宗銘50年來為國語日

報、兒童日報等雜誌刊物、出版品所創作的漫畫、圖畫書、插畫

之原作；同時加碼展出彩瓷和壓克力方面的藝術創作。大小觀衆

可以透過幽默生動的四格漫畫創作，或是具童心、童趣的插畫、

藝術作品，一起進入劉宗銘繪畫世界。

日期：04/14～05/02     地點：4F 雙和藝廊（9:00-17:00，週一休館）

大自然是生命的泉源，藝術創作靈感的來源，作者熱愛繪

畫及旅遊，對於歲月中走過的山川田野、山城、風景總會心有

所感，如華山文創老屋邊陰暗角落的一棵枯樹，都讓她深覺大

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並對生命有所感悟。有感於自然生態變遷

與被破壞、海洋河川嚴重汙染及大地震，深感這些場景總有一

天會消失，於是藉由畫筆畫下這些美麗的海洋山川河流與古蹟

建築，表達內心的情感和感觸。此次展出60幅，其中20幅是美

麗寶島、歐亞、中國，以及少數花卉和靜物。

美麗的思念—《可可夜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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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賞人：黃英雄老師(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77歲父親飽受不祥之夢困擾，預感自己死期將近，於是逼

著兒子陪他走一趟位於恆河畔的聖城瓦拉納西，希望能在那裡告

終，獲得救贖。兒子別無選擇，只好放下手邊繁忙的工作，陪著

頑固老爸展開旅行。他們入住一家「巴哈旺大飯店」預約等死房

間，飯店規定15天內沒去世就得退房……

巴哈旺大飯店
日期：0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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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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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藝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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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圖文創年度新品

日期：04/18(日)  14：00－17：00   地點：1F 簡報室 

4月是個思念的季節，特別在清明時節，我們會想念逝去的親

友，《可可夜總會》以不同的方式介紹墨西哥人如何面對失落與

悲傷。電影強調人生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被遺忘。家人間的

一切的誤解，都因為有愛而能理解。

講師：吳庶深(�北護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副教授，知名生命

教育學者暨影評人，善於透過電影精華段落分

享人生)

注意事項：限額70名，13:30分報名者可優先入場。

主辦單位： 國立臺灣圖書館、華人情感教育發展協會、台灣性教育

學會、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點茶 Chosen Tea 1869  有「點選、精選」之美意。精挑
細選出經歷百年傳承的好味道、堅持嚴選的態度。以臺灣
在地茶葉表現出最純粹的臺灣文化,並將茶葉重新包裝,成
為每個人可隨身攜帶的茶禮物。

Chosen Tea 1869 selects great flavors tasted by time, and 
presents local culture with local tea. Tea is repackaged into a 
portable tea gift for everyone.

日期：04/06(二)～05/02(一)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上下課、便利商店自動門、頒獎典禮，

這些事物有沒有讓你想起些什麼？

沒錯！就是那段「音樂」。

音樂佔據了生活的背景，成為我們共同的記憶。

為什麼這段音樂如此熟悉？那段音樂又讓人感動落淚呢？

一起來探索音樂的奧祕吧！

日期：04/06(二)～05/02(一)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旅行，

是冒險、是探索，

是體驗所有未知的事物與情感。

人們在旅行中修復心靈、放逐自我，

旅行的方向總是不明確的，也因此吸引著每個自由的靈魂。

「旅行者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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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連結

報名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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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
子
活
動

講 

座

 04/07（三） △ 害怕黑夜的大象 / 梅子 阿姨          

 ▼ 一隻偉大的狗 / 圈圈 阿姨

 04/14（三） △ 禁止黑暗的國王 / 兔子 阿姨             

 ▼ 嗶嗶嗶… 帶走 / 蘋果 阿姨 

 04/21（三） △ 糖果牙齒 / 淑慧 阿姨           

 ▼ 慢慢的小樹懶 / 楚萍 阿姨 

 04/28（三） △ 甘伯伯的犀牛 / 繼英 阿姨             

 ▼ 獨角仙武士1：獨角仙三十郎為你而活 / 圈圈 阿姨

獅子王
日期：04/24（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獅子王木法沙，是草原上榮耀國的國王，萬物在他睿智

的帶領下，日出日落，生生不息。當他與妻子莎拉碧誕下小

王子辛巴後，全國上下一片歡欣鼓舞，只有木法沙的弟弟刀

疤心生不滿，辛巴的出生，意謂著刀疤離王位越來越遠，貪

婪的他決定使出詭計，害死哥哥，並嫁禍辛巴。年幼的辛巴

誤以為自己闖了大禍，在罪惡感驅使下逃離了榮耀國，開始

了長年的流放生涯，直到有一天，他的青梅竹馬母獅娜娜意

外的闖入辛巴的世界，他才得知，原來刀疤繼承王位後，為

所欲為，榮耀國的子民民不聊生，國家滿目瘡痍。聽到這樣

的噩耗，成年後的辛巴，要如何面對自己的心魔，挑戰叔叔

刀疤，重建草原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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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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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行動‧大改變】

日期：04/01～04/30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無論是難以找到食物的《北極熊》，還是融冰之下沒有
答案的《明天會是好天氣》，都闡述了環境變遷所帶來的急

迫威脅。我們可能無法像《男爵的鳥巢箱》、為各種鳥兒建

造佈滿整個森林的房子，卻可以仿效謙卑的向環境致歉的

《一座小島》，先丟掉「多餘的東西」，種下一株株小苗，

讓環境再次接納我們。

本月親子料中心準備了一系列與環境保護、愛地球相關

的繪本好書，歡迎大小朋友一起到親子中心網站首頁賞讀，

學習如何保護這美麗的地球!

 閱讀沙龍系列活動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

 營養健康專題                    電話：(02)2926-6888 #4211 吳小姐

 營養健康專題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把你的人生，活成一個精彩故事

 閱讀，是探索自己的路徑

我的健康餐盤與免疫飲食

活出健康快樂的自己

中文發音、中文字幕、片長118分鐘

 親子影片欣賞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線上繪本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時間：04/24(六) 10：00－12：00     地點： 1F 簡報室

時間：04/25(日) 14：00－17：00     地點： 1F 簡報室

報名方式：請掃描QR-code報名 ； 60名，額滿為止。

閱讀沙龍集點：�凡參加任一場沙龍即可集1點，集滿2點及4點之前20名

可獲好書2本，送完為止；滿6點前20名可獲100元圖書禮

券1張、好書2本及精美L型資料夾1個。

時間：04/21(三) 09：30－11：30     地點：4F 4045教室

時間：04/25(日) 14：30－16：30     地點：4F 4045教室

許榮哲�作家(華語首席故事教練)

李惠貞�作家�(「獨角獸計畫」發起人、出版界資深工作者、

2016金鼎獎得獎人)

由鍾頡�營養師主講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延燒，勤洗手戴口罩落實自主健康管

理是不可或缺的防疫新生活。在每日飲食方面，透過健康餐盤的

飲食選擇，提升自己的免疫力，一起「營」接新活，「養」出好

體力。

從小島讀大歷史！今年的「臺灣文史教學研習」訂定「海洋與

港市發展」為年度主題，北區場次將在基隆和平島公園舉行，除了館

藏介紹之外，也將邀請高中歷史科教師來進行館藏應用教學與教案分

享，並放映「小島大歷史─再現聖薩爾瓦多城」紀錄片，歡迎各級學

校文史領域教師踴躍報名參加！

時間：04/10 (六)      

地點：基隆和平島公園

活動說明： 本活動限各級學校教師，共50名，採審核制，即日

起由本館網站統一報名，課程相關資訊及報名方式

請上本館網站，或連結QRcode。 

基隆是臺灣最北的城市，也是臺灣史的重要歷史現場。為協助各

校深化臺灣文史教學，本館於今年規劃辦理「臺灣歷史現場踏查」活

動，北區場次將帶領學員一同走訪諸聖教堂等考古遺址，以及基隆港

市發展的歷史現場，歡迎各級學校文史領域教師踴躍報名參加！

時間：04/17 (六)      

活動說明： 本活動限各級學校文史課程教師，共30名，採審核制，即日起由本館網

站統一報名，活動資訊及報名方式請上本館網站，或連結QRcode。 

本館於110年3月26日成立「本土教育資源中心」，以

全國範圍的本土教育政策及計畫、課程教案、教學活動紀

錄、影像及教學理論等資源為彙整對象，並建置「本土教育

資源資料庫」以提供檢索與研究，發行《在地》本土教育半

年刊以推展本土教育論述，成為本土教育的重要資源平臺。

 「臺灣文史教學研習」北區場次開跑！                   電話：(02)2926-6888 #5413 蔡小姐

活動當日下午13：45開始請先至1樓簡報室領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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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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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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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 Apples Up on Top"

對象： 1歲以上兒童及家長報名參加(4/14中午12點開放網路

報名，請洽親子資料中心官方網站資訊） 

 「臺灣歷史現場踏查」北區場次報名中！                   電話：(02)2926-6888 #5413 蔡小姐

 「本土教育資源中心」及「本土教育資源資料庫」啟用                   電話：(02)2926-6888 #4229 吳先生

數位溝通的時代，行動載具已成為網路交流必備工具。本課程從實用主題入門，

讓新手輕鬆滿足生活應用所需，同時體驗圖書館豐富多元的雲端資源。

【課程】智慧樂活e生活- 超實用生活APP

時間：04/07(三) 14：00－17：00     地點：4F 4045教室

【課程】行動載具雲端悠遊樂～旅遊規劃真便利

時間：0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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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6-6888轉4211或4223吳小姐(週一至週五09:00-

17:00)。

陳慕純�醫生

疫情當道並持續在國際間漫延之際，特別安排曾任職臺大

內科醫生陳慕純醫師分享我們生活之元氣和健康優等指數。

行醫四十多年的老醫生，2001年罹患血癌，2004年開始自

行研究透過飲食呼吸的自然療法，兩年後痊癒。致力推廣不依賴

藥物的自然健康療法。出版數十本著作，義診病患在臺灣幾座島

嶼間累計數十萬人，他常常以討好自己，就會有力量活出更好的

自己為題，勉勵編輯者和讀者們要好好休息好好飲食就會擁有好

身體。
電子資源推廣課程  電話：(02)2926-6888 #4211 吳小姐

家庭教育與全家共讀共學系列活動
講題：導讀《故事課：3分鐘說18萬個故事，打造影響力》

主講人：許榮哲�作家（�華語首席故事教練）

時間： 110/04/13 14:00-16:00(週二)

講題： 1F 簡報室

活動名額： 60名，額滿為止，請掃QR-CODE報名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樂學讀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