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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影展      真情電影院

■時間：雙週日 14：00起   ■地點：1F 簡報室

主題影展   讀劇    閱影  

■時間：每週四 14：00起   ■地點：1F 簡報室

4/10(日)孤 雛 淚     

片長130分 
可愛的奧立佛出生就是孤兒，長大後逃出了孤兒院…
黑暗中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歷盡滄桑的奧立佛一心祈求光明的
到來，希望擺脫不幸的命運。在經歷一連串悲慘的遭遇後，總算
找到了愛他的親人，幸福終於降臨…

4/24(日)中央車站   

片長110分
本片被譽為全世界最好看的電影，描述在中央車站替人寫信的退
休教師朵拉，帶著喪母的小男孩約書亞尋找未曾謀面父親的漫漫
旅途。
在旅途中兩人從狐疑、防範到信任；沿途風景越來越陌生，兩人
卻越來越親近…

4/14（四）
  



千年鶴

本片是韓國一代電影大師林權澤第100部作品，改編自李清俊小說
《仙鶴洞旅人》。片中穿插了許多韓國家喻戶撓的民間故事，如
《春香傳》、《沈清傳》、《興甫傳》等段子，寄情於說唱藝術
中的「板聲」，傳達一段無法圓滿的愛情。
影片係法韓合資拍攝，由倫敦交響樂團協奏，走遍韓國各處取景
，以完美的歌聲，美輪美奐的畫面及溫婉動聽的曲詞，講述了一
對青梅竹馬的男女深刻動人的愛情和思念。

片長106分 

4/21（四）
   

刺蝟優雅

由暢銷小說《刺蝟的優雅》改編而成，藉由一名來自巴黎左岸高
級公寓，想在12歲生日自殺的少女與中年女門房之間的互動，揭
開都會冷漠且具攻擊性的外表偽裝下，渴望被瞭解的心。
女孩看破人生的虛偽及不切實際，偷偷收集母親的抗憂鬱藥丸，
準備在生日時自我了斷；愛好閱讀的門房，像刺蝟般偽裝自己，
寧可孤獨過著不受干擾的日子。只是，這些真的是她們內心的真
實渴望嗎？一位新來的住客不知不覺中卻改變了這一切…

片長99分 

4/28（四）
 

為愛朗讀

本片榮獲2009年奧斯卡最佳女主角及各項大獎，由小說《我願意為
妳朗讀》改編而成，描述二戰時的德國，15歲的少年麥可在街上病
倒，被美麗的漢娜救起；漢娜喜歡麥可朗讀名著給她聽，麥可對於
漢娜的神秘與成熟的魅力難以自拔。有一天漢娜突然不告而別，留
下了麥可滿腹的疑惑和心碎…
多年後，麥可卻在納粹戰犯的法庭赫然發現漢娜也在其中，在抽絲
剝繭的審判中逐漸將漢娜的過去呈現在麥可的眼前，也深深牽動著
麥可的心，同時也撼動了兩人的命運。

片長120分 

：未滿18歲之人不得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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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運添人物繪畫個展—女兒的臉譜印象
■時間：4/2～4/14

■地點：4F 雙和藝廊

作者1988自紐約普拉特藝術學院（Pratt 

Institute)研究所畢業回國後，持續在大學任

教，同時創作並專研具象人物的寫實油畫至

今。本次展出作品多為兩年來的新作。此段創

作期間經歷了人生中兩個關鍵角色的變化，其

一是為人夫，其二是為人父。面對人生舞台的

拓展與家庭責任的加重，過去慣有的思考模式

與生活重心有了大幅轉變。

自從有了女兒–妞妞後，一直都希望以畫筆來紀錄她童年成長的歲月，作為父

女間最為珍貴永恆的記憶。在陪著她成長學習的時光裡，不自覺也進入孩童的純真世

界，自然地在繪畫表現內容與主題中注入新生命。除了以新的視角來觀看這個世界，

品味美好的人生，也紀錄了女兒的成長學習過程，從一個新生兒的純淨心靈到開始進

入複雜多彩的成人世界。

本次展出作品，多為作者近年來對油畫媒材與技法所努力的累積，亦是追求真實

生活中的情感歷練，將深刻雋永的心像世界做到淋漓盡致表述。

腦內鳥劇場—陳沛珛創作展
■時間：4/16～4/29

■地點：4F 雙和藝廊

生活中某些不快的、壓抑的片段總會特

別在夜深人靜時傾洩而出並膨脹數倍，在腦

中擠壓著其他的思緒自顧自搬演著一幕幕已

發生或未發生的場景。

它們不至於使人失眠掉淚，而是逐漸累

積並融合至價值觀的一部分。創作的題材也

許來自社會事件或生活瑣事，截取有所感的片段，重組成合乎腦內劇場上演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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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名：氣候挑戰+全球暖化（片長共約87分）

■時間：4/7（四）14:00開始放映（13:30開放入場）

■地點：1F簡報室（共65個座位，額滿為止）

《氣候挑戰》包含「節能減碳」及「節能創意」二個子題，介紹英國、斯

里蘭卡等民間之節能作為；《全球暖化》則討論面對暖化議題，每一個人有什

麼改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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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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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臺灣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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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地點：5F 特展室

本展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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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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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拓在泰國的棉花事業

 主題書展  百年千書．經典必讀：文學篇

■時間：4/6～5/1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百年千書」數位閱讀計畫由臺灣數位出版聯盟發起，

邀請詹宏志先生等九位委員挑選出過去一百五十年來具社會

影響力且仍值得推薦閱讀的一千本好書，讓讀者可以下載

閱讀（http://wp.1000ebooks.tw），以達到數位閱讀之目

標。本月展出百年千書有關文學類之精典名著，如：「動

物農莊」、「老人與海」、「少年維特的煩惱」、「異鄉

人」、「等待果陀．終局」、「伊豆的舞孃」、「源氏物

語」、「羅生門」、「小太陽」、「藍與黑」、「傾城之

戀」、「圍城」、「紅頂商人故雪巖」等圖書，讓您徜徉於浩瀚之閱讀書海。

  
映畫活動

配合展覽主題播放相關影片

■片名：片格轉動間的臺灣顯影

（片長120分鐘）

■時間：4/9(六) 14:00開始放映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多媒體放映區（展覽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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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F 臺灣學研究中心多媒體放映區（展覽區旁）

讀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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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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新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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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6（三）△第一次招待客人 / 邵源源

　　　　　　▽第一次養小狗 / 洪秀鳳

▼ 4/13（三）△第一次拔牙 / 林麗容、洪素娥

　　　　　　▽第一次去露營 / 李春梅

▼ 4/20（三）△青蛙與蟾蜍 / 林冠琴

　　　　　　▽我們要去捉狗熊 / 曾琬妤

▼ 4/27（三）△▽第一次上街買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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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2（六）彩虹魚 / 王楚萍、林育筠、林雨薔、陳裕廷、郭建伸

▼ 4/16（六）小松鼠的月亮 / 倪桂芳、方愈錦、李菊枝、施麗釧、周士茹

▼ 4/30（六）獅子燙頭髮 / 周芷綺、李文郁、游淨如、邱羽思、洪秀鳳 親 子 影 片 欣 賞

終身學習系列講座

培養英文閱讀力：從讀故事書開始

陳超明（國立政治大學英文系教授）

■時間：4/16（六）10：00-12：00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閱讀即戰力─導讀英文小說、強化英文能力 

，陳超明教授：「閱讀是學習第二語言的基礎，

更是口語以及寫作的打底關鍵，增強閱讀能力才

能幫你掌握語感！」，陳超明教授希望透過英文

小說來幫助學生以及學習英語的大家用最紮實又

精確的方法來學習英文。

與作家有約

《善待細胞可以活的更好》

李豐（本書作者）

■時間：4/6（三）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該怎麼改變細胞的環境？如何有更好的生活

品質？曾任職台大醫院病理科30年的李豐醫師將

親身經驗分享給大家！細胞，是我們最忠誠的伙

伴。細胞不會欺騙、不會假裝、也不會隱瞞。如

果主人善待它，它便表現得活力十足；主人虧待

臺灣學系列講座  

南方進行曲：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的南進政策

鍾淑敏（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

■時間：4/9（六）10：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1895年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後，就肩負著日

本帝國「南進」的使命。不過，在客觀環境下，

「北進」才是日本帝國擴張的方向。儘管如此，

南進始終是臺灣對外關係的主軸，總督府曾透過

挑戰未來公民：民主法治素養系列講座

權威、威權大不同

蔡鎮隆（律師）

■時間：4/20（三）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何謂權威？與威權有何不同？「權威」、「隱私」、「責任」、
「正義」為民主社會的核心基礎價值。民間司改會法治教育向下
扎根中心致力推廣此四個核心概念于台灣社會期盼建立一個進步
和諧的公民社會，今年將推出以「權威」為主的系列講座，期盼
對於民眾建立公民社會法治概念的思考架構有所助益。

片名：小孩不笨

片長：106分鐘（普遍級）

時間：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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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座參加方式：

免費自由參加，提供教師及公務員認證，請事先上網報名

■教師：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inservice.edu.tw/

■公務員：公務員終身學習入口網 http://lifelonglearn.cpa.gov.tw/

《南洋協會雜誌》
第8卷第9號封面

新嘉坡商品陳列館
《南洋經濟時報》

臺拓事業分佈圖

因為閱讀，夢想飛揚

「第一次新鮮事」書展

展出以「第一次學習」為主題的兒童圖書

■日期：4/1－5/1

■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樓

因為閱讀，夢想飛揚

聽我說「第一次新鮮事」…

人人都曾經有過許多第一次，請至櫃台索取「經驗值增加單」，寫下你最有印象

的第一次。

■日期：4/1－5/1
■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樓

■可集活動點數2點

人人都曾經有過許多第一次，請至櫃台索取「經驗值增加單」，寫下你最有印象

它，它就開始變臉；受不了虐待時，它便以生病的樣子出現，更嚴重時，甚至會變成

癌細胞。那，身體的細胞生病了該怎麼辦？只要讓細胞的環境改變，壞細胞變回好細

胞的機率非常高。如果是基因密碼已受到損傷的細胞，我們的身體自然會把它們淘汰

掉，製造出新的細胞來取代它們的位置！

「三五公司」與「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以展現臺灣的

經濟實力、或輸出日本於臺灣的殖民經驗，而臺灣人也在

此形勢下，志願或被動員的隨之前進。近年來，臺灣對外

經貿關係也曾在「南向政策」與「大膽西進」間擺盪，回

顧日治時期高唱的「南方進行曲」，也許可以獲得若干啟

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