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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電影院  繽紛多元—東南亞影展
■播放場次： 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12/06(四)

初戀紅豆冰
Ice Kacang Puppy 

Love

由馬來西亞歌手阿牛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主要描述

南洋小鎮裡年輕孩子的初戀傳奇，每個角色都有著自

己的暗戀情事。劇情混合著年輕人的情感與夢想，以

及大人世界裡的殘酷與哀愁，交織成一個永遠說不清

的誤會…。

片長104分 

12/13(四)

青春笑園

Miss you agian

泰國某間高中即將被大財團併購改建成百貨公司，其

所有過去的校友得知消息皆十分震驚，決定組織一個

救援隊重返母校，共同對抗集團的併購計畫。過程中

他們一起重拾以往的共同回憶，有歡笑有淚水。

片長91分 

12/20(四)

真情收音機

Mon-rak 

transistor

一位愛唱歌的年輕人阿潘，在太太懷孕5個月時被徵召

入伍，但為了一圓明星夢不惜逃兵到曼谷。加入樂團

擔任主唱的阿潘，雖然在舞台上的表現令台下的聽眾

如痴如醉，卻因喝了太多酒意外殺死經紀人，不得已

只好展開逃亡......。

片長116分 

12/27(四)

魔法阿爸

My Magic

本片為新加坡電影新浪潮導演邱金海的作品，是一部

關於家庭關係、愛情、生命、贖罪與魔法的故事。主

人翁為一對印度裔父子，失去妻子的過氣的魔術師阿

朗，為了挽回兒子的愛和尊重，企圖振作卻引來越多

麻煩，父子倆也因此被迫走上逃亡之路…。

片長75分 

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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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您依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熱門電影院   金獎電影系列
■播放場次：12/16(日)14:00起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以愛之名：翁山蘇姬 The Lady 

片長 132分鐘  

本片由國際名導盧貝松執導，楊紫瓊飾演翁山蘇姬，坎城影帝大衛

菲利斯飾演翁山蘇姬丈夫麥可艾利斯，描述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緬甸

民主領袖翁山蘇姬與丈夫麥克的愛情故事，並以還原歷史現場的紀

實手法，重現許多緬甸當代歷史事件與緬甸民主化的艱苦過程。

★週四播放之電影連播兩場，第一場開始播映時間14:00、第二場開始播映時間16:30；每場放映

前30分鐘開放入座(憑號碼牌入場)。第一場未能入內之排隊讀者，13:45分前可優先領取第二場

號碼牌，惟需於放映前5分鐘入座，逾時視同放棄，同時開放其他候補讀者入內★

★簡報室座位共65席（含工作人員1席），每場次依在場排隊者之順序發放號碼牌(每人限領一張

、額滿為止)。當日未能入場觀影者，歡迎至2樓視聽區內閱或外借各種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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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國際會議廳座位計有500席，影片放映前30分鐘開放入座，額滿為止★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人文薈萃─館藏日治時期名錄類書展
■時間：即日起～12/16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日治時期政府與民間為確實掌握人事動態，乃編纂為數

眾多之職員錄。1898年起逐年出版的《臺灣總督府職員錄》

刊載該年度總督府編制和人事資料，府轄各單位、地方官廳

和準自治團體亦各自發行職員錄。民間人名簿則可分為社教

團體名簿、同好團體名簿、縣人會名簿和工商團體名簿，主

要刊載該團體內人員姓名、住址等資料。「人士鑑」以短文

或簡列方式刊載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各領域中有名望之人物；

「長傳」多為傳主故後由友人編輯而成，或傳主為歷史人物

者；「小傳」的評述對象包含官界和民間人士，並帶有編纂者

對傳主的評價；「自傳」多述傳主生平、家庭和學經歷，有些則強調傳主於特定期間

之表現及其興趣。此外，名錄編纂者多為記者，如：林進發、大園市藏、橋本白水等

人皆是。各種人名錄保留各領域官、民人事資料，為研究日治時期臺灣各領域人事變

遷珍貴且重要之史料。

【影片放映】不斷再生的醫學博士：馬偕

■時間：12/8（六）、12/19（三）14:00開始放映（片長30分鐘）

■地點：六樓臺灣學研究中心多媒體放映區（展覽區旁）

直經橫緯˙縮地千里－館藏地圖展
■時間：101/12/25～102/3/31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十六世紀因測量技術尚不發達，所繪之臺灣地圖較不準

確，且東部仍空白，直到十九世紀西方探險家陸續探勘，加

上清治時期統治日久，臺灣地圖更趨完整而精細。

日治初期總督府引進三角測量方法，對臺展開大規模的

精確測量工作。初期測繪的地圖以地形圖為大宗，完成臺灣地

形圖、臺灣堡圖等大比例尺之套圖。之後陸續繪製森林、礦

產、港灣、都市建設等主題地圖，調查測量範圍也從全臺規模

逐漸深入地方和山區，配合經緯度的標示，地圖的繪製技術更

加細緻、精確。此外，繪製地圖的目的也發展出藝術性，鳥

瞰圖等彩色旅遊地圖的出版，為臺灣地圖的繪製開啟新頁，

而配合南進政策所繪製的「南支南洋」地圖則主題繁多。

本次展覽將館藏地圖分成日治以前繪製之地圖和日治時

期繪製之臺灣、華南及南洋地圖，旨在透過各種地圖，讓讀者認識豐富多樣的臺灣地

理樣貌。

臺灣水墨畫會101年度聯展─水墨新「視」界
■時間：12/1～12/12

■地點：4F 雙和藝廊

「臺灣水墨畫會」成立於民國87年，由國畫碩耆胡念

祖教授創立之社會藝術團體，發展至今已歷14載。我國書

畫耀眼於世界藝術，千年來，獨樹一幟，現今世界各大美

術博物館皆已將其列為重要文化資產，未來更有可能創造

發展新的價值與文明，故中華文化藝術透過藝文團體的交

流而延續其精髓而傳承出新。

「臺灣水墨畫會」目前會員共計約120位，雲集卓譽名

家，藝術院校教授、研究生、專業畫家。此次展覽期待在

傳統水墨寫意畫基礎上，融入現代科技、媒材、技法，以清

新生動的畫風，展現多元豐富的新意境，創作出“新中有深度，舊裡見活潑”雅俗共

賞的作品，歡迎各位先進蒞臨指導。

纖纖遇紙：手工紙張特展 
■時間：即日起～12/7（週二～週日9時～17時）

■地點：5F 特展室

手工造紙與特殊的書寫工具及書體、繪畫體系發展相

輔相成。在其悠久的發展過程中，除了造紙原料的擴展、

造紙工序的改進之外，基於實用及裝飾性的目的，逐漸發

展出各種加工技術，如砑光、填粉、施膠、塗蠟、染色、

灑金及印花等，不難想見加工的手工紙之多樣性。

修護圖書之前，必先瞭解製成圖書的基本材料—紙

張。因此，做為圖書修護材料學的基礎，對紙張的認識是

必要且急迫的工作。林業試驗所（以下簡稱林試所）執國

內手工紙研究之牛耳，並研製多種精美手工紙張，此次遂

與林試所合作以手工紙為主題，展出各種手工紙。各種紙張在書畫或裝裱修復使用上

有哪些特點？從紙張展覽上我們又可以發現多少紙張的故事？凡此種種皆可在本次特

展一窺究竟。

面面俱到：近現代書籍裝幀藝術展
■時間：101/12/25～102/6/30（週二～週日9時～17時）

■地點：5F 特展室

本館與臺南藝術大學合作展出收藏珍本，以近現代各式

圖書裝幀樣式為主，書籍封面設計風格及其內容為輔，呈現

書籍裝幀與設計的多樣面貌。本展覽包括「東西方書籍裝幀

形式」、「本館圖書醫院中式線裝書及西式皮革書的製作過

程」等主題，希望透過書籍裝幀的設計為觀眾介紹當時臺

灣、日本及歐美在裝幀視覺藝術與文化思想之間的關係。

主題書展　101年度金書獎
■時間：11/27～12/30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為鼓勵出版業界及作(譯)者出版有

益中小企業經營者閱讀之叢書，歷年來委託中華民國管理

科學學會辦理甄選金書活動，均獲得廣大迴響。金書獎以

企業管理為主要評選對象，內容須符合有益中小企業經營

及發展、提升經營效率、健全管理制度等。經濟部中小企

業處於本年度選出14本優良得獎圖書，例如：「布局：迎

接黃金年代」、「WOW!多品牌成就王品」、「當主管必修

的第一堂財會課」、「更快更好更有價值：成功轉型的九

大關鍵」等，期藉此次書展讓民眾一窺金書獎優良圖書全

貌，並帶動民眾閱讀經營管理類圖書之風氣。

1939年臺灣全圖臺灣上

水道分布圖

臺灣資料珍藏站‧臺灣圖書館尚讚

臺灣資料徵集活動
■活動期間：即日起長期徵募

■活動主題：

1. 民眾捐贈臺灣資料：與臺灣相關之老照片、地圖、手

稿、族譜、出版品、古文書、影音資料等歷史文獻。

2. 民眾捐贈館史資料：與本館相關之照片、宣傳品、出版

品、器物、視聽資料等各類型文獻史料。 

■捐贈方式： 請與本館活動承辦人聯繫，來電請洽：

02-2926-6888 轉分機 2110；電子信箱：

lycjean@mail.ntl.edu.tw。

從1914年的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經歷了將近一百個年頭，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

館收藏了有關臺灣的書籍，讓大家在這裡了解知識、認識自己。現在，我們將於民國

102年起，以「臺灣圖書館」的風貌，繼續陪伴大家，同時公開徵求家中有臺灣資料

者，能捐贈本館，由本館的臺灣圖書醫院來維護捐贈者的資料，並在良好的環境中長

期保存。期待藉由大家不斷地參與捐贈，讓這些臺灣資料都能被充分利用，珍藏更多

屬於臺灣的共同記憶。

上海宴

活水文化創意園區

同上

中和新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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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名：史丹利的便當盒（片長91分鐘　　）

■時間：12/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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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歲的史丹利是個古靈精怪的幻想家，他能將八股

的作文，寫成一篇英雄救美的爆笑故事；而枯燥無味的

化學理論，則能讓他蓋出一座美輪美奐的水族箱。同學

將史丹利視為班上的風雲人物，大家都喜歡圍繞在他身

邊、聽著各種有趣的故事。然而，天不怕地不怕的史丹

利，每天卻最擔心午飯時間的到來，因為每位同學都有

個媽媽準備的愛心便當，而沒有便當盒的史丹利，則總

是只能望「飯」興嘆…。這個小古靈精怪，即將引發一

場搶奪便當的校園大戰！...。

親 子 影 片 欣 賞

普

故 事 童 樂 會 聽故事時間 終身學習系列講座 

颱風警報與風險管理

吳德榮（中央大學兼任副教授、前氣象局預報中心主任）

■時間：12/22（六）10：00-12：00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颱風帶來的災害,居四大天氣災害之首。

天氣預報由於觀測資料的不足，數值預報模式之數

學及物理上的限制，以及大氣混沌的本質，使得預報存

在不確定性。先進的颱風警報之發布皆涵蓋預報之不確

定性，以確保防災作業對於不確定性的威脅亦加以防

範，以保障生命、財產安全。

目前國內之颱風警報並不包括預報之不確定性，因

此，防災作業亦無法周全,即使預報之準確度優於他國，但防災未對不確定性加以防

範，使得人民仍承受相當大的風險。

應思考如何將預報之不確定性涵蓋在防災決策，以使得防災作業更為完備，以降

低颱風帶來災害之風險。此外，預報之不確定性以及風險的管理更應透過教育宣導來

加強。

主題：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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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05（三）△ 四個木偶 / 邵源源 

　　　　　　 ▽ 金魚金魚我要 / 陳信美

▼ 12/12（三）△ 山神和水神 / 林麗容、洪素娥 

　　　　　　 ▽ 兔子蹦蹦跳 / 林秀麗

▼ 12/19（三）△ 聰明的鼷鹿 / 陳信美  ▽ 狗與太陽 / 章寶英

▼ 12/26（三）△ 貍貓變變變 / 李春梅  ▽ 回外婆家 / 溫麗貞

臺灣學系列講座  古地圖中的老臺北
高傳棋（新北市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古物審議委員會委員）

■時間：12/8（六）10：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晚近三百年來，臺北歷經1709年陳賴章墾號的拓墾、1860

年代開港、1875年設置臺北府、1884年闢建臺北城，以及1895

年日本殖民、1920年正式設市、1940年代美軍轟炸、1945年臺

灣光復與1949年國府遷臺設置臨時首都、1967年升格直轄市、

1970年代後的高度成長等重要階段。同時，也因不同族群、國

家曾經於此調查探險、開港通商、經商貿易、傳教行醫，甚至

覬覦窺探、殖民統治，而調繪出一些有關北臺、臺北盆地、臺

北等區域空間地圖。

期待藉由演講與演講時所播放的一系列與臺北相關的港口

圖、市街改正圖、都市計劃圖、實測地形圖、農田水利圖、鳥

瞰圖、職業別明細圖、工商地圖、市街圖、公車路線圖等古地圖，使聽眾能窺見老臺

北昔日的城市風貌與庶民生活，可謂是「左圖右史」漫遊臺北。

新住民法律講座  債務法律問題一點通
蘇家宏（恩典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時間：12/13（四）18：50-21：00

■地點：1F 簡報室

■參加對象：新北市、臺北市地區之新住民及關懷新住民的民眾。

■參加方式：（免費參加）開放自由入座，不須事先報名。

什麼是夫妻財產制？如何辦理夫妻財產制登記？債務繼承？應該

如何做才能正確的保護自己，照顧家人呢？！在婚姻關係中子女親權的行使？到底夫妻財

產該如何安排…。

童言童語  世界兒童故事大會串
■時間：12/22（六）14：00-17：15　第一梯次　泰緬童話世界

　　　　12/23（日）14：00-17：15　第二梯次　越印童話世界

■地點：1F 簡報室

透過活潑的說故事方式，讓對東南亞童話故事有興趣的大、

小朋友們一起悠遊於童話故事中，激發想像的空間與閱讀的興

趣。除了介紹本館多元文化資源區內所典藏的東南亞各國童話繪

本故事外，亦將同時介紹本館線上多元而豐富的童話繪本資源。

活動對象： 對東南亞童話故事有興趣的大、小朋友(歡迎親子同樂)

活動名額： 65名

※本活動免費參加，開放自由入座，請提早入場；活動結束後將進行「有獎徵答」。

※活動結束後將進行「有獎徵答」活動，答對者可以將精美小禮品帶回家。

與作家有約 《45歲退休您準備好了嗎？》

田臨斌（本書作者）

■時間：12/19（三）14：00-16：000

■地點：4F 4045教室

提早退休要做怎樣的準備？健康、財務、時間

管理，還有他人異樣的眼光！

人人稱羨的跨國公司高階主管，為何一夕之間

與職場大捨大斷？他在追求怎樣的人生價值？

許多人認為，退休唯一的考量就是籌措退休

金，我不想低估但也不願意高估金錢的價值，它在

我心目中之於退休規劃的重要性，就像書中談論到

金錢的章節比重一樣，大約佔三分之一，那也就表

示，還有其他三分之二的事物是你需要花更多精力

關注的。

作者四十五歲退休，至今六年，其中沒有一天不為這個自認此生最英明的抉擇，

感到鼓舞慶幸。這些事物在身體力行四十五歲退休中，所學到的經驗與教訓，有感於

自己從小到大，大部分時間都在糊里糊塗中度過，難得嚐到明白度日的甜頭，好東西

要和好朋友分享。

【英語童話故事城堡】聽故事時間

故事名稱：「愛麗絲掉進兔子門」

故事帶領者： 本館閱讀志工郭筱晴老師 & 國立台北商業技

術學院英語志工團

■時間：12/01（六）15：00-16：00

■ 地點：B1 樂學室

■對象：4-8歲兒童及家長

自由參加（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慶祝更名活動】故事戲劇時間 

故事名稱：「月亮，生日快樂」

故事帶領者：本館第一組閱讀志工

■時間：12/29（六）15：00-16：00

■ 地點： B1樂學室

■對象：4-8歲兒童及家長

自由參加（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多 元 文 化 主 題 書 展

主題：好書大家讀

■時間：12/1~2/31 

■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樓 

泰國的潑水節、緬甸的點燈節、印度的

咖哩、越南的河粉、日本的和服、韓國的泡

菜……，我們的土地在多元文化滋養下，孕

育出更豐富多彩的生命種子。在這些異國文

化背景中，有著許多奇思妙想的繪本故事；歡

迎大朋友、小朋友們走進圖書館，一起接受一場多元文化的洗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