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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主題電影院  綠色影展—聆聽極地的呼喚

■播放場次： 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2/02(四)

向雪許願

What the snow 

brings

在東京失去一切的年輕人，回到北海道帶廣老家，跟

著哥哥馴養輓馬。性格迥異的兩兄弟在衝突不斷後，

卻因一匹再不獲勝就要變成馬肉沙西米的馬身上，令

他們重新體會生命的意義，從中尋得再起的勇氣。

片長112分 

2/09(四)

征服北極

Beyond the 

Arctic

林義傑等3位好手，他們抱著各自的夢想來到北極, 代

表台灣與世界各地的極限運動好手一起從北極往極地

行走，途中發生超出想像之外的危險...沒有人能知

道，是否能活著走完這條預計費時21天的極限長征...

片長75分 

2/16(四)

極地長征

Eight below

本片改編自日本真實故事，記錄八隻勇敢的哈士奇，

在南極與命運搏鬥的180天！帶領觀眾經歷一段關於信

賴與勇氣的冒險旅程，在南極冰雪中體驗最感動人心

的溫暖故事。

片長121分 

2/23(四)

白色大地

La planéte 
blanche

本片拍攝耗時四年、集結世界出名的極地與自然生態攝

影團隊，足跡經過加拿大、格陵蘭、法國北部、挪威等

地，為你揭開神秘的極地面紗。影片結尾對人類如當頭

棒喝，提醒人類造成的環境生態破壞影響深遠。

片長7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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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14：00起   ■地點：B1國際會議廳

2/19(日)

王 者 之 聲 The King's Speech 片長118分

本片改編自英國國王喬治六世的真實故事，並勇奪奧斯卡等4項主要電

影大獎。內容描述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即將繼承王位，成為英國國王

喬治六世的柏帝(柯林佛斯 飾)，因患有嚴重的口吃問題，使他難以在

人民面前樹立權威，贏得信服。對此深感痛苦自卑的他，在妻子伊莉

莎白(海倫娜波漢卡特 飾)的安排下，求助於一位特立獨行的語言治療

師萊諾(傑佛瑞羅許 飾)，並且展開一連串艱辛且奇特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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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未能入內之排隊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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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室座位計有65席（含工作人員1席），每場次開放至額滿為止，當日電影播畢未能入場觀影

者，歡迎至2樓視聽區內閱或外借各種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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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行中的意外旅程－館藏漂流文獻展

張國祥的話與畫 場景系列

■時間：即日起～3/11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漂流文獻泛指海難相關紀錄及漂流事蹟。十六世紀

中葉開始，各國海上活動頻繁，海難紀錄及漂流事蹟大

量增加。這些紀錄與早期個人撰寫的航海遊記或航海見

聞錄不同，往往留有詳細的調查紀錄。

本館館藏漂流文獻的蒐集始自第五任館長山中樵。

1929～1930年，陸續從東北帝國大學、宮城縣圖書館、

內閣文庫、石井研堂氏、長崎縣立圖書館等處抄錄漂流

相關事蹟。除了與臺灣有關的漂流文獻外，亦蒐集其他

的相關資料，約60餘種，大部分為珍貴的手抄本，內容

多是以江戶時代候文體書寫之文字手稿，其中亦不乏精美

圖繪。

漂流事件的研究，不僅為研究海上運輸、貿易、氣象、海難救助制度及海底沈船等

議題的重要史料，也是探索各國關係史、文化傳遞研究等議題的重要素材之一。期透過

本展覽讓讀者了解漂流文獻，進一步推廣本館館藏特色。

■時間：2/8～2/23

■地點：4F 雙和藝廊

人生之途不經意灑落的種子，經過好多好多年，

有心，它依然會在角落悄悄綻放。年少時考美術系落

榜，再開始畫已是30年後了，那一次過程既生疏又驚

喜，深藏在角落多年的種子，破殼萌芽的勁道之大，

讓我發覺繪畫在生命中的真正份量。

我沒有紮實的訓練，也沒有藝術家的才氣與灑

脫，畫的樣貌很不一致，只是順著感覺、情緒，以及

想畫的衝動去做不同的嘗試與探索，作品的完成或未

完成，都忠實表現自己對某些情境的感受，透過人

物、場景、事件、氛圍，傳達看得到及看不到的內

在。

現在作畫像跟初戀情人再續前緣，作品仍有年少時的熱情、單純、生澀與拘謹，彷

彿在一個52歲的男人身體裡，還住了一個青澀的大男孩，就讓這樣的心情作為我繼續作

畫的動力吧。

龍形幻化‧大過龍年
■時間：即日起～2/26

■地點：1F 大廳&臺灣歷史走廊

迎接2012歲次壬辰新年，由國立中央圖書館灣分館

及世界宗教博物館合作推出《龍形幻化‧大過龍年》特

展。龍是傳說中的神獸，蘊含廣泛深厚的文化底蘊，世

界各地的神話傳說裡，都有龍的蹤跡，儼然成為一種舉

世通用的象徵與標誌。東方的中國文化建構出理想、又

充滿想像力的龍文化系統，獨特的形態與美感，具備神

靈的強大力量以及經過千百年造型演繹，所呈現的豐富

面貌。在西方的神話故事裡，龍被描繪成一隻噴火的怪

獸，象徵善惡之間的戰爭，也反映出聖經故事與基督宗

教信仰，與東方龍大異其趣。

特展在主要的四個櫥窗裡，以圖文搭配輔助物件，

介紹龍的字詞來源、歷代龍形變化、東西方神話故事以

及今日廣泛應用的相關歲時節日、吉祥語彙。西元2012

年，時值東方的吉祥龍年，以此展特主題，期望新的一

年平安幸福、風調雨順。

主題書展　綠色閱讀
■時間：2/7～3/11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地球上每一個活著的生物都是「環境公民」，無論

身處何時、何地，我們都與周遭環境相關，所做作為也

會改變環境；在享有天賦的自然權之際，我們也對環境

負有責任義務！

你知道抗暖化為什麼要減碳嗎？不節能，能減碳

嗎？氣候變遷會造成什麼產業、生態、環境衝擊？暖化

對企業是衝擊，還是機會？本館期藉此次書展，讓身為

環境公民的我們，學習如何做好綠色生態、綠色環保，

並積極面對地球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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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名：神隱少女(片長124分鐘　　）

■時間：2/11（六）14：00開始放映

■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地點：1F 簡報室  

描述一個年僅十歲的少女千尋與父母搬往

新家。於途中迷路，三人誤闖一處荒廢的小

鎮。她的父母在未經同意下，任意自行取用小

鎮裡攤位上的食物，結果變成了兩頭豬。

千尋在驚嚇之餘，遇見了少年白龍。白龍

對千尋表示：「要在這個世界生存，唯有工

作。不工作者，就會變成豬，或是淪為其他更

慘的遭遇。」

本來對啥事都興趣缺缺的少女千尋，為了

要解救父母，便照著白龍所言，向開設澡堂的

巫婆湯婆婆苦苦哀求工作機會，終獲得澡堂裡的

工作，而湯婆婆將千尋的名字改為「小千」。改名後的千尋，在這種惡劣的生存環

境下，竟激發出內在許多的善意與潛能，不再是個慵懶的少女，最後也終於得以救

回自己的父母親，回到人類世界。

親 子 影 片 欣 賞

普

故 事 童 樂 會 聽故事時間親 子 主 題 書 展

綠色閱讀：森林─造紙─圖書，三部曲

閱讀也可以很綠色，森林─造紙─圖書，三部曲讓你認識圖書的歷史，本月展

出與綠色閱讀相關主題的兒童圖書。

■日期：1/18~2/29   

■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樓 

終身學習系列講座  

老梗新葉─談武俠小說的模式及創作突破
徐富昌（臺大中文系教授兼文學院副院長）

■時間：2/18（六）10：00-12：00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武俠小說中存在著許多模式，多數

武俠小說的內容擺不脫仇殺的套式。或

者由於父母之仇、師門之仇而爭殺，

或者由於名利、由於江湖權力的分配而

爭殺；最後以正長邪消作結局。在情節

發展過程中，也不時發生在種種的人事

上，尤其是男女感情上的糾纏。這看來

有點千篇一律，就是所謂的老梗。而這

些老梗也正透顯出武俠小說的模式來。

其實，在固定特性之下，種種具體描畫

和情節變化不足，流於公式化；人物形

象和故事脈絡細節每本書大同小異，全無新鮮感可言；這樣的「老梗」是大有問題，

因此如何在種種老梗中，發出新葉，跳脫俗套，是值得武俠創作者深思的。

主題：綠色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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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三）△ 地球之舞 / 張慧民

　　　　　　▽ 韋伯斯特的歷險 / 溫麗貞

▼ 2/08（三）△ 小黑魚的故事 / 林麗容、洪素娥

　　　　　　▽ 悠遊字在─花 / 林秀麗

▼ 2/15（三）△ 再見小樹林 / 洪秀鳳 

　　　　　　▽ 春神跳舞的森林 / 李春梅

▼ 2/22（三）△ 被遺忘的森林 / 林秀麗

　　　　　　▽ 布萊梅樂隊 / 閔繼英

▼ 2/29（三）△▽ 浮冰上的小熊 / 陳信美、章寶英

臺灣學系列講座  
電影「賽德克‧巴萊」與歷史思維中的情感因素
張弘毅（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副教授）

■時間：2/11（六）10：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歷史電影，最容易讓人們體驗什麼是多元的歷史

論述。譬如侯孝賢的電影「悲情城市」以二二八事件為

背景；萬仁的電影「超級大國民」涉及白色恐怖；張藝

謀的電影「活著」則從國共內戰，旁及死人無數的大躍

進、文化大革命，都是一幕幕人類社會的痛史，讓觀眾

對於兩岸社會發展的類似性，印象深刻。2011年臺灣電

影「賽德克．巴萊」，更是導演魏德聖經由影像中「日

本時代記憶」，表述對於臺灣原住民的歷史新論，魏德

聖不僅是電影導演，更是以鏡頭書寫臺灣歷史的大眾史

家(public historian)。

與作家有約  《活出每分每秒的精采》

宋晶宜（本書作者）

■時間：2/15（三）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如果人生面臨瓶頸，或停滯時，要學會轉

彎，再找一條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價值觀，是很

好的決定，因為生命真的是一條大河，處處有嶄

新的風景」。

作者宋晶宜是臺灣第一位女性作家其文章經

教育部肯定，《雅量》選為全台國民中學指定用

教材。

本書作者用文字記錄下對朋友、對生活、對

家庭、對職場、對夢想、對人生最真實的感動，

一瞬間的畫面轉換成永恆的文字記錄。文中所述

的故事，透過真摯的筆觸，透過閱讀欣賞轉換成

笑淚交織的畫面。同時，全書以所擅長的散文及

報導文學為主，文字簡短但寓意深刻，也成為最

激勵人心的正面能量。

寒 假 閱 讀 節

「綠色閱讀」學習護照

活動對象：國小學童

活動方式：學童領取護照後，於活動期間內自行完成各

學習單元。

護照領取及兌獎地點：本館親子資料中心

獎勵辦法：學童於活動期間完成整份閱讀學習護照者，

可持本館個人借閱證至親子資料中心認證，

可獲得活動集點點數2點及閱讀證書1張。

■日期：2/25（六）14:00-15:30 

■ 地點：B1樂學室

講題：李潼的創作世界

－談《我們的秘魔岩》等少年小說

講座：祝建太〈作家李潼夫人〉

歡迎12歲以上國小學童、國高中生、家長、教

師及對臺灣歷史、兒童文學感興趣之讀者參加

童書作家與小讀者有約

■日期：2/18（六）14:00-16:00   

■ 地點：B1樂學室 

講題：我們的森林

講座：邱承宗〈「我們的森林」一書作者〉

歡迎10歲以上學童、家長、教師及對生態環

保、藝術創作等議題感興趣之讀者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