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中山樓活動

電話：(02)2926-6888 #113 焦小姐

雙和藝廊

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福虎帽花燈大放送

逸韻閒情 - 李育萱個展

音樂與它們的產地

地點：陽明山中山樓（臺北市北投區陽明路二段15號）

日期：02/09～02/24

日期：02/08～02/28

地點：4F 雙和藝廊

˙ 春節開春禮 2/1 – 2/27 (索取地點：駐警室)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李育萱，字英華，又字彥琳、旭臻，號意睿。台大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搭乘花季公車並參觀中山樓民眾，憑門票兌換小花燈。

台北市南菁書法學會理事長。曾任中學國文教師二十八

˙ 文創滿額禮 2/1 - 4/30 (索取地點：文創品販售區)

年，以深厚的文學素養、國文教學與書法評審經驗，致

購買中山樓文創商品滿500元以上，即贈送小花燈。

力於書法教學。除教學之外，李育萱並持續向多位書、

休館日：國定假日1/31 - 2/4、2/28、4/4 -4/5

畫、印當代名家學習專研，獲華語世界提名「百年臺灣
電話：(02)2926-6888 #102 樓小姐

天才編劇跨時空還原，懸宕半世紀的神祕竊案。在電影公司擔任秘書的薇蕾雅，
表面看似平凡的OL，私下卻是大編劇家的幕後主筆，沒想到會因新劇本惹禍上身

隨著人類歷史的累積，不同類型的音樂也在各自的機緣巧

捷運 中和新蘆線永安市場站下車

! 著手新作的她，巧遇神秘退休刑警，意外獲得卡拉瓦喬世紀竊案的犯罪秘辛。

合下發展茁壯。

她將不為人知的情節，完美重現劇本，因此被黑手黨盯上。不只大編劇家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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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奏鳴曲、詠嘆調、約德爾調、南北管、民謠……

切。她卸下厚重眼鏡、塗上烈焰紅唇、凸顯火辣身材。她將應用編劇創意，回應

每一種音樂都自己的歷史，

黑手黨的致命追擊!

慘痛代價，薇蕾雅的母親也身陷險境。眼見親愛的人受威脅，薇蕾雅決定豁出一

也訴說著人們不同的心聲。

★B1演藝廳座位計有500席，放映前30分鐘開放入場，疫情期間採實聯制，入場請全程配戴口罩。

你現在聽的音樂，來自哪裡呢？

播放場次及時間：14：00起

的二十位女性傳統書畫名家」。本次個展中的作品大多

2022 中山樓活動

02/03(四)
謊畫情人

是日積月累的功課，以臨百碑累積的書法功力為基底，

2022中山樓飛Young青春舞蹈比賽~

延伸到篆刻，再到國畫，樂此不疲只因為內心深處，嚮往古代文人的風雅 - 「逸韻

地點：陽明山中山樓（臺北市北投區陽明路二段15號）

閑情」。

The burnt orange
heresy

時間：2/20（日）13：00－17：00
參賽資格：大專組：教育部立案大專校院在學生，組團比賽人數2-8

報名連結

臺灣藝文走廊

電話：(02)2926-6888 #4221 陳先生

02/10(四)
偷天行動

《蕃人觀光日誌》影像特展

人。高中組：教育部立案高中職在學生，組團比賽人數2-8人。
比賽舞蹈類型：以創意為主，各式風格的舞蹈類型均可。

日期：即日起～03/27

Twist

地點：1F 臺灣藝文走廊

表現手法：不拘，可攜帶輔助道具，或以其他方式增添創意，參賽者須自備服裝、
本次特展以館藏1897年臺灣總督府技師藤根吉春彙

道具、音樂。
嘿! You~就是你! 熱愛律動的年輕人想在百元鈔上舞動古蹟嗎? 邀請你【舞林高

青少年主題書展

整編纂的《蕃人觀光日誌》紀錄為本，配合館內同時期的

日期：02/08～02/28

程、景點等珍貴圖像。館藏《蕃人觀光日誌》及臺灣總督

電影聽賞活動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最親愛的陌生兒子

片長104分鐘

時間：02/19（六）14：00－17：00（13:30開放入場）
地點：B1 演藝廳

導賞人：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在碼頭擔任作業員的里亞，與妻子結婚多年，感情漸
漸轉淡，他將所有的心力投注在寶貝兒子身上，大學考試
將至，望子成龍的他，甚至變賣家中代步車籌措學費，但兒
子卻頻頻為偏頭痛所苦，查不出病因。里亞不惜耗盡一切資
源，希望能治癒兒子的偏頭痛，也讓原本計劃退休的自己陷
入壓力。就在家中氣氛越來越緊繃之時，薩米卻突然消失不見，而里亞也意外在兒子
房間裡，發現了不可告人的天大祕密。他開始打包行李，決定動身前往遠方，誓死找
回最親愛的兒子……
*B1演藝廳座位設有500席，疫情期間採實聯制，入場請全程配戴口罩。*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02/17(四)
罪 米開朗基羅

劇中劇中劇

寫真帖等特藏資料，展示臺灣原住民赴日參訪之成員、行

手們】~舞力全開，來尬舞~ 一起嗨翻中山樓!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還是你是偏好電視劇的那一派？

研究中，雖然已知其重要性且業已有許多研究成果。然

不論大螢幕還是小螢幕，

而，這些研究成果中，卻從未能看見參與此行的原住民圖像。本館110年度《蕃人觀光

精彩的劇本都是拍出一部好戲的基本配備。

日誌》復刻計畫，不僅在館藏珍貴圖像中辨識出參與此行的原住民，本次特展也將首

然而什麼是好劇本，又該如何寫出好劇本呢？

次公開這些參與者的照片。

跟我們一起探索編劇的藝術吧～

展覽場地申請

Sin

你喜歡看電影嗎？

府公文類纂內的報告書，在過去的臺灣史或臺灣原住民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112年1-6月雙和藝廊、臺灣藝文走廊展覽檔期開放申請囉！

片長116分鐘[義]

播放場次：02/20 (日)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02/24(四)
羅浮宮謎情

What my eyes have
seen

一位野心勃勃的藝術評論家詹姆士(克萊斯邦 飾)，旅途中意外搭上迷
人甜美的貝倫妮絲(伊莉莎白戴比基 飾)。原本單純的行程，在詹姆士
接下一個神祕盜畫任務後漸漸變調，雇主要他們不計代價偷走一幅稀
有名畫，貪婪吞噬了詹姆士，用盡手段也想成功的慾望讓情況瀕臨失
控......。
青崔斯特是一名具有繪畫天分的孤兒，整個倫敦街頭都是他的塗鴉作
品，為了躲避警方追逐，練就出一身飛天遁地、上天下海的跑酷技
能。某次在警車上塗鴉，被交警逮個正著，幸獲機靈鬼道琪出手搭
救，進而認識以費金為首腦的犯罪集團，集團成員有電腦駭客貝茲、
迷人的小可愛小紅以及費金的邪惡搭檔賽克絲。費金收留這些街頭孤
兒，並教他們「求生」技能，他將這裡稱為「甜蜜的家」。眼見威廉
霍加斯失竊已久的名畫即將在倫敦進行拍賣，費金打算藉機大幹一票!
不料，心懷不軌的賽克絲想黑吃黑。同時，警方也早已盯上崔斯特，
並對其曉以大義。面對友情、愛情與正義，崔斯特該如何抉擇呢?
十六世紀初，文藝復興盛世，挾著天縱之才的米開朗基羅，游移在兩
大金權世家獻身藝術。一邊是現任教皇儒略二世的家族 : 德拉羅維雷
(Della Rovere)，一邊是即將入主梵蒂岡的家族 : 梅迪奇(Medici)。為
了打造儒略二世的宏偉陵墓，米開朗基羅率領石匠翻山深入「大理
石聖地」卡拉拉，賣命開採龐然巨石 ; 另一方面，梅迪奇祭出豐厚酬
勞，要他和德拉羅維雷毀約，專心修建聖羅倫佐教堂。兩方人馬交相
逼迫，米開朗基羅飽受折磨。他想藉由藝術親近上帝，卻深陷人性煉
獄，久久無法脫身......
羅浮宮謎情劇情靈感則來自羅浮宮的名畫「丑角吉爾」。據傳，極度
喜愛華鐸作品的鋼琴詩人蕭邦，就曾因為這幅「丑角吉爾」而靈感泉
湧，卻也因為畫中詭異的「愛情魔咒」而落得了情路坎坷的一生。為
什麼「丑角吉爾」對戀愛中的情侶，具有如此離奇的詛咒力量?劇情
敘述一位藝術史研究生露西，因為研究了這幅羅浮宮名畫「丑角吉
爾」，而意外發現了畫家華鐸隱藏了三百多年的愛情秘密...; 就在她鍥
而不捨地投入其中時，她剛萌芽的愛情，竟也如同被詛咒般受到了嚴
峻的挑戰...。到底在這幅羅浮宮典藏的「丑角吉爾」裡，隱藏了華鐸
什麼從不為人知的驚人秘密呢? 這個曾使羅浮宮為之驚狂，更使世界
美術史一度錯亂的世紀之謎，在隱藏了三百多年之後，終將揭曉...。

：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陪伴觀賞！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片長98分
[英]

影片欣賞

中文系畢，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研究所研習結業，現任

展 覽

˙ 花季入樓禮 2/19 - 3/20 (索取地點：駐警室)

電話：(02)2926-6888 #3514 陳小姐

失竊神畫 卡拉瓦喬

音樂是人類文化的展現，是溝通彼此、表達自我的載體。

凡參觀中山樓民眾，請出示門票兌換小花燈。

影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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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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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區域 Services

樓層

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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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滿15歲之兒童不得觀賞！

期刊合訂本區、叢書區

期刊合訂本區、叢書區

9:00 - 17:00

Shuanghe Gallery、Classroom 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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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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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 21:00

市民教室

市民教室

9:00 - 21:00

Citizen's Classroom

9:00 - 21:00
12/01-1/31、4/16-7/15
7:00-23:00
2/01- 4/15、7/16 -11/30
8:00-22:00

自修室、行動裝置座位區
自修室、行動裝置座位區
Quiet Study Space、Mobile Device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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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F

圖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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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d Quarter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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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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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室、資料檢索區、樂齡資源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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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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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單下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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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00

9:00 - 17:00(週二~週六)

Parent and Child Information Center

視障資料中心
視障資料中心

9 : 0 0 - 1 7 : 0 0週日未開放
未開放 Close

Visual Impairment Information Center

國際會議廳、餐廳、樂學室、地下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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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停車場

地下停車場

Underground Parking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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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
更快速獲得活
動訊息 !!

劃推廣組收，信封上註明「申請112年上半年度展覽場地」，寄件後

9:00 - 21:00
9:00 - 19:00

親子資料中心

親子資料中心

B1
B2B3

9:00 - 21:00

9:00 - 21:00

9:00 - 21:00

Breastfeeding Room

：未滿18歲者不得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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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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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食區
輕食區

片長78分

9:00 - 17:00

9:00 - 17:00

雙和藝廊、4045教室
雙和藝廊、4045教室

★提醒您依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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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 21:00

Bound Periodicals、Monographic Series

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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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三14:00 - 17:00 預約導覽

Taiwan Book Hospital

[義]

申請方式：

99:00
: 0 0 - -117:00
7:00

週三 ( Wed) 9:30 - 11:30 自行參觀 Self-guided Visit
週三 ( Wed)
- 17:00 預約導覽
9:0014:00
- 21:00
9:00 Pre-arranged
- 17:00Tour

臺灣圖書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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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時間：01/01～03/31

Sat - Sun

週六-週日

週三9:30 - 11:30 自行參觀

臺灣圖書醫院

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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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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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片長1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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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週日

微縮資料閱覽區

臺灣學研究中心(二)、臺灣學期刊合訂本區

片長92 分

Tue - Fri

週二-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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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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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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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學圖書資料區、特藏舊籍複製本區
微縮資料閱覽區

加入 FB 粉絲
團，來跟我們
互動吧!

親子影片欣賞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萌鼠追擊大作戰
時間：02/19（六）14：00

片長101分鐘[中]

地點：1F 簡報室

英國影藝學院電影與艾美獎製作團隊最新力作，勇敢挑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快樂醫學：藏傳身心靈預防醫學書》

日期：02/01～02/28

共讀書籍：《愛的藝術》

時間：02/23（三）14：00－15：30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網站

時間：02/08、02/22（二）19：40－20：40

地點：4F 4045教室

頻道：國立臺灣圖書館YouTube頻道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為主，當日尚有名額，開放現場參加。

主講：宋怡慧（丹鳳高中圖書館主任）

主講：洛桑加參（Dr. Lobsang洛桑預防醫學集團創辦人）

有聽過《虎姑婆》的故事呢?繪本裡還有許多關於老虎有
趣的故事喔!《來喝下午茶的老虎》小女孩和媽媽竟然和

致礦井被迫關閉，一位自稱「老闆」的超級惡棍試圖欺瞞市民

老虎開開心心喝了一場「夢幻」的下午茶。《虎爺幫幫

賣掉礦井。蒙哥在所有朋友的幫助下，他在野生盃足球決賽中

忙》老虎信守對熊貓好友的承諾，成了最佳褓姆。《飛吧

戴上無敵墨鏡後一路晉級，踹進令人驚嘆的對決！

老虎飛吧》想飛的老虎，真的能完成他的夢想嗎?
歡迎大小朋友和我們從當月線上繪本主題書展中，
一起Happy ‘虎’ Year，快樂過新年。

《愛的藝術》臺灣四、五年級生的青春讀本，韓國天團BTS

父母、配偶、兒女、兄弟姊妹、朋友、職場共事者，人身處
在各種人際關係中，被關心，也付出情感，有時互動良好，有時
身心俱疲。但，愛這種被歸為情感層面的東西，真的如此飄忽不
定，無法以理智控制，無法學習？永遠只能讓人在愛中傷痕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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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讓我們跟著怡慧老師一起細讀心理學大師佛洛姆對「愛」

動請全程配戴口罩。

的解釋，共讀這本跨時代不朽經典吧！

時間：02/19（六）10：00－12：00

時間：02/12（六）13：30－16：30

●

讀書會直播時間：每個月第2及第4週的星期二 19：40- 20：40

地點：1F 簡報室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響應世界母語日系列活動

電話：(02)2926-6888 #4230 陳小姐

聽故事時間

紙製留音機—台語老文獻的故事

活動，並搭配繪本內容，教學手語單字及體驗

時間：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時間：02/18（五）10：00－12：00 地點：1F 簡報室

時間：02/19（六）14：00－16：00

（活動前 15 分鐘開始進場）
地點：4F 4045教室
02/09（三） △▼ 一顆奇特的蛋 / 圈圈 阿姨

由新 北市國小、國中族語教師陳 惠 妹老

02/16（三） △▼ 森林的元宵節、長髮公主 / 蘋果 阿姨

師，用影片說繪本，帶領親子用歌謠方式，一起

02/23（三） △ 狐狸與樹 / 一蕙 阿姨

來學阿美族語，並以手作十六族編織書籤，認
識原住民族文化之美。

▼ 小小人兒來幫忙-紅色鈕扣找一找 / 繼英 阿姨
報名連結

閩南語親子樂翻天

由思多力親子成長營的蘋果老師及圈圈
老師以閩南語唸謠帶大家暖身，以說演形式呈

年來在臺灣這塊土地上，早就戰翻了好幾
回。讓我們一起到臺灣圖書館，看看文獻，

主講：吳庶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
近年來「養寵物」是一門顯學，幾乎所有愛貓人士都會告訴
你/妳，照顧一隻貓實在不是件簡單的事，需要付出大量心力與時
間，但是在養貓過程中卻是非常療癒的。如果你/妳還不相信養貓

發現人貓真摯的情誼為生命帶來的奇妙改變。

用什麼文字書寫、用什麼符號拼音，一百多

報名連結

聊聊台語百年興衰史吧！

注意事項：	1.	配 合本館實名制，請攜帶身分證、本館借閱證、記名悠
遊卡(如學生證悠遊卡、敬老卡)入館時登記。
2. 館內請一律配戴口罩，以保護你我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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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圖文創

遊尞客庄~客人領路

《福爾摩沙歷險記》桌遊開賣囉!
遊戲運用本館館藏「漂流臺灣」作為故事背景，將故事主角
文助從日本漂流到臺灣的所見所聞設計成遊戲任務與關卡，並

可、非食不可、非啉不可的客庄小旅行。化

將圖書館利用教育相關知識與技能融入遊戲機制中。玩家須運

風，漫遊無毒米之鄉。同樂之餘，學會於旅
途中用客語打嘴鼓。

用線索搜尋相關書籍，幫助文助解決問題並順利回家!
報名連結

年節特惠活動請洽本館1樓流通櫃臺。

報名連結

電話：(02)2926-6888 #5401蕭小姐

由林家 貴 老師帶 領大 家體 驗非尞不

身網紅，來場浪漫的桐花之旅、走讀文青
報名連結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咪實在是一件超棒的事情，可以選擇觀看這部《遇見街貓BOB》，

「台語是什麼？台語文是什麼？」台語

主講：林家貴（客語薪傳師）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B1 研習室

現繪本內容，延伸親子帶動活動，並練習巧手

主講：黃震南（活水來冊房主人）

時間：02/23（三）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時間：02/26（六）10：00－12：00

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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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學族語繪本故事活動

「愛，需要學習！」情感教育電影系列講座

報名方式：報名者13:00可優先入場。

故事童樂會

報名連結

因此，保持快樂狀態的時間越長，預防感染的效果越強。快樂不是供在那仰望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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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語翻譯員口譯，同場帶來手語同步的說故事

坐地排球等有趣的共融遊戲。

靈所遭受的種種苦，然後找到好的方法去熄滅痛苦。

●

地點：4F 4045教室

由國立臺灣圖書館視障中心聾人講師搭配

學習預防醫學，就是去探索各式各樣的可能性，去了解原因、理解自己和別人身心

《遇見街貓BOB》—我們都是一家人

電話：(02)2926-6888 #4230 陳小姐

Reading Together閱讀一起GO
臺灣手語孩童繪本故事活動

「獲得升起快樂的知識與智慧」。

標，而是健康指標。

之後，才能累積經驗，得到一絲安穩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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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桑加參 出生西藏。來臺行醫這幾年作者發現，想從無明
無知、生理心理的苦中脫離出來，有一種特效藥特別好用，那就是

推薦給歌迷的精神指引～

02

Feb

講 座

年輕的蒙哥是隻熱愛足球的鼴鼠，但為了滿足老父親的願

2022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終結句點王．online讀書會

望而準備進入暗無天日的礦坑中工作，突如其來的爆炸事故導

響應世界母語日系列活動

與作家有約

【Happy ‘虎’ Year】

迎新春，過好年，旺旺虎年報到囉!小朋友是不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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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讀書會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親子活動

戰惡勢力，不怕運氣來罷工，一起踹共吧！

線上繪本主題書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