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圖文創品介紹

7月主題書展
日期：07/06(二)～08/02 (一)

1935年，「『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
會」在臺北舉行，為了與之呼應，臺南市役所（市
展為主題，繪製一系列的油畫作品，並在臺灣歷史
館中展示。展示結束後，將此系列畫作共21幅集
結為《台灣歷史畫帖》一書，於1939年出版。
本館就原畫帖的原始解說加以翻譯並加印燙
金編號，限量發行200冊，歡迎讀者閱覽收藏。

台灣歷史畫帖明信片

你爬過山嗎？
爬山除了可以強身健體、呼吸芬多精、放鬆身心外，
也是一個訓練求生技能、團隊合作，學習自然知識的活動。

07/01(四)
叛逆的麥田捕手
Rebel in the rye

可是，爬山好像又有點危險••••••
如果遇到下雨怎麼辦？手機沒訊號有沒有關係？
什麼時候該求救、什麼時候該堅持？
一起從爬山初心者開始成長吧！

07/08(四)
夢想心方向

The boat builder

7月青少年主題書展
日期：07/06(二)～08/02 (一)

城、普羅民遮城、鄭成功與荷軍的海戰，到清治時期的臺南，以及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地點：3F新書展示區

 海總是神祕的，我們對海洋的了解，遠不如山川、土
大
壤，
甚至有人認為人類對火星的探索，更甚於海洋。

日本統治時期的歷史。
復刻書出版後，獲得廣大迴響。為讓更多人方便運用，本館特
並附加一張明信片。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航向藍色汪洋

這些畫作從西拉雅族捕鹿開始，繪及荷蘭統治時期下的熱蘭遮

文創品販售網頁

勵志系列

年輕氣盛的沙林傑，夢想成為一個短篇小說家，他對人生充
滿期待，追求獨立、愛情以及人生中的各種刺激，卻始終在
紛來人往的紐約找不到自己的方向，直到他遇到了人生導師
惠特，才真正突破自我的藩籬，將他對生命的各種想法注入
文字之中。沙林傑的創作之路，若非惠特一路的支持及幫
助，沙林傑筆下的故事不會有變成長篇小說的機會，更別提
經典麥田捕手的誕生，然而一夜成名的沙林傑卻在名聲中迷
失自我，嫉妒心反而讓他跟惠特變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跨越世代的橫溝，他們如何共同打造夢想? 一個在鎮上被稱
為"瘋子船長"的獨居老人艾諾，打算建造一艘船並航向無邊
際的大海，某天他幫助一個年輕的孤兒瑞克避免被當地壞孩
子霸凌，瑞克想幫助艾諾完成他的船，同是孤單的兩人逐漸
形成一種不太可能的情誼，船成為他們逃離海邊小鎮的一次
機會......

患有唐氏症的查克，他不顧一切逃離照護機構，只為了找
到崇拜的傳奇摔角手，向他拜師學藝。他在特殊情況下，
07/15(四)
結識了亡命之徒泰勒，並泰勒成為他的教練與盟友。兩個
花生醬獵鷹的願望 流浪的靈魂一拍即合，開啟一場充滿驚喜的旅程。他們共
TThe peanut butter 同繞過三角洲，逃避警方追捕。逃亡途中，他們一起喝威
士忌、尋找上帝、捉魚充飢。後來，甚至連原本要把查克
falcon
帶回去的看護艾莉諾，都加入了這趟旅程，而三人意想不
到的情誼，也將迎來一段歡樂又激勵人心的溫暖之旅。
五歲的星星有個跟別人不一樣的媽媽小青，愛笑的小青最喜
歡跟星星一起玩耍，相依為命的兩人為了生活到市場打工，
卻無意惹禍上身，開啟了一連串的麻煩事，甚至丟了工作，
07/22(四)
還引起新聞媒體的注意，爆出小青不堪的過往......。在社會
為你存在的每一天 輿論的壓力下，社會局決定安排星星到寄養家庭，然而這個
Because of you
表面上[最好的安排]，竟成了小青母女倆[最壞的決定]。面
對現實的壓迫與社會的歧視，小青決心帶著星星離開，但他
們究竟該何去何從呢?

如果要探索海洋，少不了要學一些新技術，
你總不能直接在海裡走路呼吸吧XD
想不想學學怎樣開船、如何潛水啊？
讓自己成為海洋探險隊的一員吧！

2021環保星期三電影活動

★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生命和平．地球永續」環保電影影展

07/29(四)
幸福試用期

一部環保電影，一堂愛地球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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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種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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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動改變世界。

Joel

希西與丈夫登記收養九歲男童小喬，展開半年的試養期。
小喬一頭蓬髮，看似文靜。原以為幸福新生活即將開啟，
沒想到充滿隱憂。留級就讀的小喬不但無心學習，更有學
生驚爆小喬的「黑歷史」，負面傳言激起家長群組空前的
抗議聲浪。短短的六個月，等在未來的，是無盡的考驗!
冰雪覆蓋盤根錯節的人性，襯出主角面對歧視所展現的過
人勇氣與教養智慧。美國權威媒體好萊塢報導者不但激賞
本片透過簡潔形式探討千絲萬縷的議題，更大讚故事情節
「重擊人心、感人至深」，是今年冬天最賺人熱淚的暖心
電影!

：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電影場次：

陪伴觀賞！

1. 07/28(三) 搶救地球

片長109分

片長62 分
[英]

公車 5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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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
更快速獲得活
動訊息 !!

樓 層 指 引 及 開 放 時 間
Library Floor Guide and Opening Hours

樓層 Floor

片長97分
[英]

服務區域 Services

樓層

6F

臺灣學圖書資料區、特藏舊籍複製本區
微縮資料閱覽區

Taiwan Study Research Center (I)、Homeland Education Resource Center
Collections of Taiwan Studies、Duplication of Special Collection Materials

臺灣學研究中心(二)、臺灣學期刊合訂本區
臺灣學研究中心(二)、臺灣學期刊合訂本區
參考書區、特展室、特藏閱覽區
參考書區、特展室、特藏閱覽區

5F

Taiwan Study Research Center( II )、Bound Periodicals of Taiwan Studies
Reference Collections、Special Exhibition Room
Special Collections Reading Room

臺灣圖書醫院

Taiwan Book Hospital

3F

：未滿15歲之兒童不得觀賞！

多元文化資源區、影片欣賞區、視聽資料區
多元文化資源區、影片欣賞區、視聽資料區
中文圖書區0、2-4(總類、科學類)、外文圖書區
中文圖書區0、2-4(總類、科學類)、外文
新書展示區、多功能討論室、電腦教室
Multicultural Resources、Multimedia Zone、Audio Visual Collections
Chinese Language Collections for Generalities and Science
Foreign Language Collections、New Arrivals
Group Discussion Room、Computer Classroom

圖書區
新書展示區、多功能討論室、電腦教室
輕食區

Food Quarter

流通服務櫃臺、辦證、借還書
流通服務櫃臺、辦證、借還書
預約書自助取書區、臺灣藝文走廊、簡報室
期刊室、資料檢索區、樂齡資源區
預約書自助取書區、臺灣藝文走廊、簡報室
Circulation Service Desk、Library Card Application、Borrow and Return
Self-Service Holds Pickup、Taiwan Art and Culture Gallery、
Current Periodicals and Newspapers、Computer Station、Senior Zone

1F

哺集乳室
哺集乳室
Parent and Child Information Center

5. 08/25(三) 飢餓大冒險

Visual Impairment Information Center

*報名者優先入場，報名請掃QR。

9 : 09:00
0 - 2- 121:00
:00

9 : 09:00
0 - 2-121:00
:00

B1
B2B3

9:00 - 21:00

9:00 - 21:00

9:00 - 19:00

9:00 - 19:00

9:00 - 17:00(週二~週六)

視障資料中心
視障資料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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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 21:00

期刊室、資料檢索區、樂齡資源區

4. 08/18(三) 森林特攻隊：大腳ㄚ家族

協辦單位：愛‧和平‧地球家(GFLP)、生命和平大學

Pre-arranged Tour

9:00 - 17:00

12/01-1/31、4/16-7/15
7:00-23:00
2/01- 4/15、7/16暫停服務
-11/30
8:00-22:00

輕食區

親子資料中心
親子資料中心

報名連結

Self-guided Visit

9:00 - 17:00

12/01-1/31、4/16-7/15
7:00-23:00
8:00-22:008:00-22:00
2/01- 4/15、7/16 -11/30

自修室、行動裝置座位區

Breastfeeding Room

主辦單位：靈鷲山佛教基金會、國立臺灣圖書館

- 11:30 自行參觀
- 17:00 預約導覽

9:00 - 21:00

Quiet Study Space、Mobile Device Station

3. 08/11(三) 哆啦A夢 大雄的金銀島

活動時間：13:45-17:00(13:30開始入場)

週三14:00 - 17:00 預約導覽

9:00 - 21:00

自修室、行動裝置座位區

：未滿18歲者不得觀賞！

週三9:30 - 11:30 自行參觀

9:00 - 21:00

Citizen's Classroom

2F

9:00 -17:00
9:00 - 17:00

中文圖書區1、5-9 (人文、社會科學類)
中文圖書區1、5-9 (人文、社會科學類)
大本書區、新書展示區、青少年悅讀區

市民教室
市民教室

[西]

9:00 - 21:00
9:00 - 21:00

9 : 09:00
0 - 1- 717:00
:00

Chinese Language Collections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versize Collections、New Arrivals、Teen Zone

片長100分

9 :9:00
0 0 - -17:00
17:00

雙和藝廊、4045教室
雙和藝廊、4045教室
Shuanghe Gallery、Classroom 4045

Sat - Sun

9 9:00
: 0 0 - -2 1
:00
21:00

9:00 - 21:00

Bound Periodicals、Monographic Series

週六-週日

週六-週日

9:00 - 21:00

期刊合訂本區、叢書區
期刊合訂本區、叢書區

4F

Tue - Fri

週二-週五

週三 ( Wed) 9:30
週三 ( Wed) 14:00

臺灣圖書醫院

片長104分
[國]

週二-週五

服務區域
臺灣學研究中心(一)、本土教育資源中心
臺灣學圖書資料區、特藏舊籍複製本區
臺灣學研究中心(一)、本土教育資源中心
微縮資料閱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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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滿12歲之兒童不得觀賞！

加入 FB 粉絲
團，來跟我們
互動吧!

每 週 一 及 國 定 假 日 休 館 The library is closed on Mondays and National Holidays

★提醒您依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2. 08/04(三) 這一生至少當一次傻瓜

捷運 中和新蘆線永安市場站下車

[英]

影片欣賞

臺圖文創品

政府）邀請畫家小早川篤四郎以臺南地區的歷史發

主題電影院

播放場次及時間：14：00起

爬山初心者

台灣歷史畫帖

別將每張畫作製成A4尺寸圖卡，圖卡背後就是該篇畫作的小故事，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9:00 - 17:00

未開放 Close

週日未開放

國際會議廳、餐廳、樂學室、地下停車場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Restaurant
Happy Learning Room、Underground Parking Lot

國際會議廳、餐廳、樂學室、地下停車場

地下停車場
Underground Parking Lot

地下停車場

如欲前往

區域，請至閱讀區搭乘8-11號電梯。

If you want to go to

areas, Please go to the Library Area and take the elevator No.8 to No.11.

如欲前往

區域，請至綜合區搭乘5-7號電梯。

If you want to go to

areas, Please go to the Multifunction Area and take the elevator No.5 to No.7.

親子影片欣賞

1/2的魔法
日期：07/24（六）14：00開始放映

文協百年講座

電話：(02)2926-6888 #5413 蔡小姐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故事童樂會

中文發音、中文字幕、片長102分鐘

聽故事時間

百年前的浪漫─林獻堂與臺灣文化協會志士

書封/畫風：書封設計的斜槓年代

時間：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日期：08/07(六) 14：00－16：00 地點：4F4045教室
※本活動視疫情發展及相關防疫政策滾動式修正※

線上展：本館首頁>活動訊息>展覽 (預計7月中上線)

講師：林承俊副校長

概念帶出國立歷史博物館與本館館藏的交會。展覽並陳史

(林獻堂先生曾孫，明台高中副校長)

博館藏畫作與本館藏圖書，藉五大主題：「文明/出版」、

地點：1F 簡報室

你願意付出多少，只為了與摯愛多一天的相聚？故

現代化社區裡，過著與你我無異「沒有魔法的生活」。
主角是一對精靈兄弟巴利和伊恩，在他們很小時父親就
過世了，在弟弟伊恩16歲生日這天，媽媽拿出了一個很
特別的禮物–父親留下的魔杖、一顆鳳凰寶石以及一串
魔咒，可以讓爸爸短暫起死回生24小時；但他們施魔法
時卻出差錯，只出現了爸爸的下半身，於是兄弟倆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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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7（三） △ 雷公糕 / 素娥 阿姨
▼ 像我這樣的一隻獅子 / 圈圈 阿姨
07/14（三） △ 好煩好煩的長頸鹿 / 繼英 阿姨
▼ 交給我 / 蘋果 阿姨
07/21（三） △ 還差一點 還差一點 / 兔子 阿姨
▼ 建築師傑克 / 蘋果 阿姨
07/28（三） △ 阿迪和茱莉 / 一蕙 阿姨
▼ 書中有一道牆 / 梅德林魔法師

尋找另一顆鳳凰寶石的征途，最後能否讓爸爸順利歸來

報名連結

科普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4212 楊先生

時間：07/24(六) 09：30－11：30
地點： 4F4045教室
主講人:吳思霈(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氣候變遷組組長)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者優先參加，線上報名人數開放45名，如有名額，開放現場報名參加。
海洋固碳的功能比陸地森林更強，沿岸生態系裡所保存的碳，被稱作「藍碳」，
是減緩大氣二氧化碳升高及全球暖化非常重要的機制之一。藻礁中的殼狀珊瑚藻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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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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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光合作用，還能形成碳酸鈣礁體，具有雙重固碳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藍碳精靈!

與作家有約

線上繪本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電話：(02)2926-6888 #4211 吳小姐

藏，更是臺灣書封面貌隨著時代演變的最佳見證。

日期：07/10～09/11

地點：5F特展室

電話：(02)2926-6888 #4217 徐小姐

每個人都曾有過穿著學校制服，在相機前正襟
的經驗；閃光燈點亮的瞬間，不僅照亮了自己那充滿

日期：07/01～07/31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網站
Covid-19雖然帶來不便、不能出國，又影響生活，卻也

「教育」和「教養」議題，一直都是國內師長的閱讀焦點，但書籍多半針對年齡層較低的

灣隨著日本的治理導入了新式教育體系，並帶來了

學生。講者以高中國文老師的身分進行分享，可提供您不同的觀點。

「寫真」（しゃしん）簿冊製作的作法與技術，其目的或為宣傳、或為記錄、或為維持學

《台灣地圖》，或是許育榮的《看見龍山寺》…等作品，都

本月親子資料中心雖然在整修，但仍準備了一系列繪本
好書，歡迎大小朋友點擊親子中心網站首頁，和我們一起看

的早餐怎麼會常常不見呢？是長頸鹿？是小狐狸？還是愛吃魚的企鵝？棕熊？小浣熊

礎。而本館的館藏圖書，源自日治時期總督府圖書館館藏，與其後持續不斷的圖書收

下的期待，從而捕捉那段屬於自己的懵懂年少。臺

校成員彼此間的羈絆，保存著一個時代的記憶，成為體現日治時期臺灣教育發展的重

線上讀書會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第4期讀書會主題：《錢滾進來，人生多彩》
理財很煩，但錢很可愛。想要愈早退休，就要愈早規劃！
瞭解儲蓄、還債、投資、退休計畫，也包含如何實際建立專屬自己
的資產狀況表。
讀書會的朋友，一起讓可愛的錢錢自動滾進來吧！
共讀書籍：《讓可愛的錢自動滾進來: 27歲財務自由的理財7步驟》
時間：7/13、7/27（二）19：40-20:40
頻道：國立臺灣圖書館YouTube頻道

由「林老師說故事團隊」帶領孩子們一起看看書中的動物園發生什麼事？水獺皮皮

辦具代表性的藝文展覽，所累積的豐富館藏是回顧臺灣戰後藝術與文化發展的重要基

主講:陳怡嘉

這片美麗的土地。

地點：4045教室

色。國立歷史博物館自1955年成立至1980年代，持續舉

稚氣的臉龐，同時也照亮了將這個時期青澀記憶留

地點： 4F4045教室

罩）

日期：07/24（六）18：30－20：30

備多重「斜槓」的特質，並隨著時間累積成重要的文化特

時間：07/24(六) 14：00－16：00

終結句點王．online讀書會

小小名偵探

置和統治政權的替換，在語言、文化與藝術表現上始終具

危坐、擺著那生澀不熟悉的笑容，等待著快門按下

可以看到年輕作家們用自己的繪畫方式，帶領讀者重新認識

電話：(02)2926-6888 #4211 吳小姐

開拓軌跡。

最難的一堂課＿充滿挑戰的教育現場，
老師如何帶著愛和勇氣站在台上

料中心網站)（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請全程配戴口

繪本共讀

自由」，與觀眾一同追溯近代臺灣藝術創作與書封設計的

漫遊臺灣趣

無論是孫心瑜著名的無字繪本《臺南遊》，陳又凌的

對象：1歲以上小朋友及家長報名參加(報名資訊請洽親子資

「宣傳/藝術」、「東方/西方」、「設計/鄉土」與「限制/

樂齡「印相」中的讀冊年代──臺灣日治時期教育寫真簿冊暨裝幀特展

帶來一個讓我們更加認識臺灣的契機。

故事主題："Where is the Green Sheep?"

「書封/畫風：書封設計的斜槓年代」展，以「斜槓」

早在「斜槓」一詞被廣泛使用之前，臺灣因為地理位

氣候變遷下的藍碳精靈

呢？

電話：(02)2926-6888 #5416 施小姐

看當月線上主題書展中，有那些與臺灣有關的繪本好書喔。

講師：宋怡慧老師 (丹鳳高中圖書館主任)
參加方式：自由參加

呢？誰來幫保育員歐伯想想辦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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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要史料。7月10日至9月11日，國立臺灣圖書館將於五樓特展室展出近百本臺灣日治時
期教育寫真簿冊，帶您見證日治時期教育紀錄的風華與特色，並促進樂齡族群重拾生
命價值，以達適齡適性、樂在生活。

展覽檔期申請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111年7－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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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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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半年度展覽場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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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 覽、講 座

靈、人馬、美人魚、獨角獸、小龍等奇幻生物都生活在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教室

親子活動

事發生在一個現代科技已比魔法還方便的精靈世界，精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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