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聽賞活動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幸福試用期

片長100分鐘

日期：04/23（六）14：00－17：00 (13:30開放入場)
地點：1F簡報室

雙和藝廊

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 純真．年代」Memories of Love 鄒佳哲師生聯展

考古大哉問

日期：03/30～04/10

日期：04/06～05/02

地點：4F 雙和藝廊

首首經典老歌喚起了大家共同的美好回憶。

開半年的試養期。原以為幸福新生活即將開啟，沒想

搭上這股懷舊風，我們要將過往的青春歲月都濃縮在

到考驗重重。留級就讀的小喬不但讀寫有障礙，更無

展覽中，以不同媒材、顏料呈現創作，且面對疫情陷入曖

考兩年才考上大學, 研究所畢業的男主角海崎新太, 由於和上司起衝突, 第一份工
作只做三個月就離職, 也因此找工作處處碰壁, 成為一個尼特族。在某一個夜晚
試者, 參加為期一年的重生實驗研究計劃。就這樣, 漫無目標的海崎新太, 在生

物，讓我們更瞭解古人的生活文化。

活費的誘惑下服用藥丸, 以17歲的外表、27歲的內在, 重新返回高中就讀三年級,

有人說考古只是在尋找古董和寶藏，找到之後再

一場充滿歡笑淚水的校園青春喜劇就此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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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給博物館或有錢人收藏。
考古學家們究竟在做什麼？他們對我們的社會、

主題電影院《青少年影展》

黑歷史。負面傳言激起家長群組嚴正抗議，要求小喬

命的出口，感受禁錮的心靈下，無法忘懷的初心感受，重

文化會帶來什麼貢獻呢？

播放場次及時間：14：00起

退出校園。皚皚白雪覆蓋著世界盡頭，卻掩埋不了希

溫口罩下久違的笑容，從作品中細細品味找回屬於我們的

打開書本，看看「考古」究竟要怎麼做吧！

西想保護小喬的決心。她決定勇敢一回，證明愛可以無堅不摧！
*1F簡報室座位計有75席，視障者優先入場，額滿為止。
*疫情期間採實聯制，入場請全程配戴口罩。

臺圖文創

電話：(02)2926-6888 #5401蕭小姐

《福爾摩沙歷險記》桌遊熱賣中!

萬般由心--黃國正書法展

沉迷毒海30年的華哥，戒毒成功後決定到山上成立農場，希望幫助誤入
歧途的青少年回歸正軌。改過向善的新人生並不容易，販賣農產品的收
入無法負擔幾十名少年的溫飽，收留的孩子更是叛逆頑固，到處惹事生
非。為了爭取法院補助，華哥接受了法院轉介來的一名吸毒少年鼠仔，貌
似平靜的生活開始劇烈衝撞。究竟隱藏危機的生活最終能找到出口嗎?
心中的樂園是否能有陽光灑落?

片長103分

04/14(四)
校外打怪教學

起，正所謂「萬般由心不由人」，人到世間不過數十年歲月，

Little monsters

上天將世間視為「道德考試場」，我們要通過關關劫劫的

對於中華文化的樂愛，並藉此從閱讀與書寫修煉內心，倡導

與關卡，並將圖書館利用教育相關知識

「心靈改革」的展覽。作者更期望探討不同層面的心，引導

與技能融入遊戲機制中。玩家須運用
相關資訊請掃

並順利回家!

大家在生活中要有「正面」能量，讓自己在生命的路途中，都能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

青少年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圖鑑大百科-下(爬蟲與蟲篇)
日期：04/06～05/02

人，此乃辦展之目的。

花現麗島-縣市行政區代表花卉創作聯展
《臺灣人士鑑》限量復刻！歡迎洽購

日期：04/27～05/08

地點：4F 雙和藝廊

擬古入今 以畫寄情 以花傳情

04/21(四)
我的爆氣女友
너의 여자친구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上一期的圖鑑大百科還有漏掉什麼生物嗎？
當然有，這次的主題可說是包含了地球上最大與最小的生

電話：(02)2926-6888 #5413 蔡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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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戀歌手戴夫(亞歷山大英格蘭 飾)對外甥的幼稚園老師卡洛琳(露琵塔
尼詠歐 飾)一見鍾情, 自願參加校外教學。原本單純美好的旅行, 不但殺
出暗黑兒童臺明星泰迪(喬許蓋德 飾)攪局, 附近軍事基地的殭屍更暴走
入侵。為了安撫孩子, 卡洛琳老師把殭屍吃人塑造成一場最刺激的「鬼抓
人」遊戲, 究竟戴夫、卡洛琳、泰迪要如何邊玩邊殺殭屍, 在孤立無援下
殺出重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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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物呢！

04/28(四)
鄰座的怪同學
となりの怪くん

當所有人沉浸在大學校慶的歡樂氣氛時, 唯有三位工程系的母胎單身男
窩在攤位祈禱著春天的降臨。突然的一聲尖叫, 一張輪椅撞向攤位, 慧真
就此闖入輝紹的生命中。慧真的直率敢言敲開輝紹緊閉已久的心扉, 讓
他逐漸克服社交障礙 ; 而輝紹的溫柔體貼卸下慧真高築的心牆, 讓她明
白不需要一人單打獨鬥。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 讓兩人的愛情備受考
驗......

水谷雫, 從小就過著除了讀書與考試成績以外都毫無興趣的生活, 對於
生物也是完全冷感。小學時, 班上飼養的兔子過世, 就在全班陷入悲傷
的氣氛中時, 他要求班級請以課業為先發言, 讓他被取了「乾眼怪」的綽
號。高中開學沒多久, 一場因緣際會下認識了因暴力事件而曠課許久的
問題學生吉田春。沒有朋友的吉田將水谷當成了好友總是黏著水谷, 讓
她感到各種困擾。然而因為水谷的存在讓吉田開始乖乖上學, 兩人間漸
漸萌生出了友情, 最終甚至走向愛情的青春物語。

蟲；以及肉眼無法發現的細菌、寄生蟲……都在這兒了，
讓我們一起來認識更多地球上的(好？)鄰居吧！

：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陪伴觀賞！

：未滿12歲之兒童不得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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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處可見，其花語代表意義、象徵意涵則更為豐富；而由

錄之一，內容詳載當時社會重要人士的學經歷、家庭與興趣

民眾票選出的市花更成為一個城市的形象標幟，也凝聚了

等資料，是臺灣研究不可或缺的案頭書。本館特別復刻出版

市民情感和向心力。一路寄情耕耘於工筆畫的同好，本次

重要史料《臺灣人士鑑》，限量150套，歡迎讀者洽購。詳細

以臺灣四季常見花卉和各縣市行政區代表花作為創作主

訂購資訊請洽本館分機3103（1樓流通服務櫃臺）、分機2109

題，希望和觀者產生共鳴；並傳遞畫者對生活生命的認

（3樓辦公室）

知，體驗和感悟，希冀更多市民走入展場、通過繪畫藝術
的欣賞和審美陶冶心靈，開啟一場美好的視覺饗宴。

9:00 - 21:00

Bound Periodicals、Monographic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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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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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長1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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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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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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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B2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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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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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 19:00

親子資料中心

：未滿18歲者不得觀賞！

9:00 - 21:00

9:00 - 21:00

9:00 - 21:00

Breastfeeding Room

★提醒您依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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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9:00 - 17:00

9:00 - 17:00

雙和藝廊、4045教室
雙和藝廊、4045教室

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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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三14:00 - 17:00 預約導覽

Quiet Study Space、Mobile Device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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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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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 Book Hospital

[韓]

曾經的地球霸主－恐龍；世界上最多種類的真核生物－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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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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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長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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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週日

微縮資料閱覽區

[國]

片長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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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四季如春，繽紛多樣化的花卉植物於日常生活中

《臺灣人士鑑》是一九三、四○年代臺灣最重要的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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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圖書醫院

本展係希望社會大眾能從內心思考，做人從「心」做

作者平日雅好的古典詩詞，期透過不同書體和內容，表達

流到臺灣的所見所聞設計成遊戲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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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4F 雙和藝廊

與轉變，逐漸提升內涵。本次展出與「心靈」相關的嘉言及

為故事背景，將故事主角文助從日本漂

臺圖出版品

The paradise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道德考驗，道德就是寶，修養好道德，人也會受內心的成長

遊戲運用本館館藏「漂流臺灣」作

線索搜尋相關書籍，幫助文助解決問題

04/07(四)
樂園

「純真．年代」。

日期：04/13～04/24

捷運 中和新蘆線永安市場站下車

返家的路上, 遇上了自稱重生研究所職員的夜明了, 夜明了邀請海崎新太作為受

昧不明的境遇，生活壓力大的透不過氣時，用畫筆找到生

心學習；甚至有學童爆出小喬有混過幫派、嗑過藥的

片長120分鐘[日]

影片欣賞

希西與丈夫登記收養看似文靜的9歲男童小喬，展

電話：(02)2926-6888 #3514 陳小姐

時間：04/24 (日)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有人說考古是要找出古時候的建築遺跡、生活器

展 覽

膠唱盤中旋轉傳出的懷舊聲音，聽著總叫人無法忘懷，一

影片欣賞

重返17歲 Relife again

考古學？是在做什麼呢？

「 純真．年代」Memories of Love展覽構想來自黑

導賞人：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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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麻煩當家

片長87分鐘[英]

時間：04/16（六）14：00

地點：1F 簡報室

嬌生慣養、養尊處優的狗狗「小麻煩」從小過著皇帝般的

歌手的年輕女孩，由於彼此都面臨相似的困境，人狗之間一拍
即合，從此相依為命，一同面對各種逆境，朝夢想邁進！
活動當日下午13：45開始請至1樓簡報室領取號碼牌，憑票依序入場；活動開始

終結句點王．online讀書會

當創意遇上淨灘

日期：04/01～04/30

共讀書籍：《國學潮人誌2：古人超有才》

時間：04/22（五）14：00－16：10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F

時間：04/12、04/26（二）19：40－20：40

地點：1F 簡報室

頻道：國立臺灣圖書館YouTube頻道

報名方式：網路報名及現場報名。

全球暖化造成冰山漸漸融化，面對氣候變遷，小小公
民也可以盡自己的一份力量喔!
《噴火龍的地球行動》尊重所有在地球上的生物，懂
得回收再利用，降低自己的需求。《台灣生態尋寶趣》認

歡迎大小朋友和我們從當月繪本主題書展中，一起珍惜資源、環保愛地球。

主講：宋怡慧（丹鳳高中圖書館主任）
閱讀——天才軍師諸葛亮、詠絮才女謝道韞、完美的命定寂寞者屈
原、危機處理高手王維、逆轉勝達人韓愈、改革專家王安石、前衛
利他理想家墨翟、全方位斜槓學者張衡、做自己潮服的袁宏道、看

美麗與哀愁！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語時俱進，英JOY!
時間：04/23～04/24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教室

由臺北商業大學英語志工團師生設計相關課程，利用新興的教育媒體和社群媒體
做為學習的工具，促進樂齡長輩對於英語學習和永續發展之議題的了解。活動辦理以
朗讀、唱跳、團康遊戲等方式，提高志工或一般樂齡長者的學習樂趣和參與度，歡迎報
名參加。

中山樓活動

電話：(02)2861-6391 #117 李小姐

三館聯票-科學、人文、生態 輕旅行
陽明山竹子湖純白的海芋綻放，中山樓為各位遊客、讀
者、觀眾呈上浪漫唯美的仙境之旅：即日起，搶購「三館聯
票」不但可以領略「中山樓」、「陽明書屋」的歷史人文、舊
式風情；還可以在「科教館」增進科普和科學知識。三館三重
享受的價格只要180元，走過路過，就是不能錯過。在陽明山
特約商家「國際大旅館」購買聯票，享泡溫泉、用餐和住宿9折

研究顯示每年有800-1200萬公噸塑膠垃圾進入海洋，足以
堆滿全世界的每一吋海岸線。近年來國內環保意識抬頭，淨灘活動可以清理的垃圾量
卻遠遠不及海洋垃圾產生的速度與數量。因此，本講座將分享企業內部如何透過創新
活動設計，寓教於樂，除可讓淨灘活動增添趣味性與吸引力，亦可達到環境教育從日

科普系列講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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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貝類之美

●

讀書會直播時間：每個月第2及第4週的星期二 19：40- 20：40

時間：04/02（六）09：30－11：30

電話：(02)2926-6888 #4212 楊先生

地點：4F 4045 教室

對象：30位55歲以上樂齡志工或一般民眾
參加方式：需事先報名，請洽親子資料中心活動網頁

Apr

常生活中減少資源浪費的目的。

最美人間四月天，就讓怡慧老師帶著大家認識這十位古潮人的

動請全程配戴口罩。

故事童樂會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聽故事時間

電子資源推廣課程

電話：(02)2926-6888 #4211 吳小姐

時間：04/06（三）14：00－17：00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教室

地點：4F 4045 教室

對象：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 自由參加

網路報名：本館網頁活動報名、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或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

04/06（三） △ 小狐狸回家/ 兔子 媽媽
▼ 旗魚王/ 鳳梨 阿姨
04/13（三） △ 呼叫！地球需要你/ 素娥 阿姨
▼ 是誰躲在草叢裡/ 蘋果 阿姨

用、美學、醫學、仿生科技等領域的應用，就讓我們一起來探索貝類之美與生態奧妙之

電話報名：(02)2926-6888轉4211或4223吳小姐

(週一至週五09：00－17：00)。

介紹3C行動載具上常見的「人像照片編修」APP軟體，包含濾鏡、修圖、去背、合成
等基礎功能，讓讀者能夠使用簡單的操作，玩出漂亮照片。同時介紹館藏豐富的HyRead
電子書電子雜誌資源，讓讀者能充分利用3C行動裝置享受雲端閱讀與智慧生活。心動不

04/27（三） △ 過...過…過馬路 / 繼英 阿姨
▼ 豐富的地球/ 圈圈 阿姨

圖書維護專題講座

處…

「愛，需要學習！」情感教育電影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結婚行不行?—《結婚糾察隊》
時間：04/09（六）13：30－16：30(13:00分報名者可優先入場)
地點：1F 簡報室

2022年情感教育電影系列講座

藉由觀賞電影，大師級講員將帶領你學習、反思「溝通」
「婚姻」、「家庭衝突」、「親情」等情感教育重要議題。

04/09 週六下午
13:30-16:30

（13:00 報名者
優先開放入場）

結婚行不行?—

結婚糾察隊

如馬上行動哦！參加我們的課程吧！

講師：郭宏基（台北張老師中心約聘講師）

04/19（三） △ 當一天昆蟲、醜泥怪 / 櫻桃 阿姨
▼ 樵夫的大鬍子/ 梅德林魔法師

報名連結

從海邊到我們生活周遭的市場、公園都能發現貝類的蹤跡，而貝類帶給我們在食

時間：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活動前 15 分鐘開始進場）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人數開放60名，如有名額，開放現場報名參加。

主講：林勝吉（社團法人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推廣課程講師）

智慧樂活e生活～玩美人像照

電話：(02)2926-6888 #4204 施小姐

檔案資料保存與應用

當伴侶因情愛的快樂甜美，決定要開啟婚姻的大門，很多人
所感受的是未來一片美好，看不見以後相處的危機。總以為日子

婚姻生活沒有使用說明書，也沒
有預演的機會，透過學習維持親
密關係。

進行方式：電影片段＋講座討論

掃我報名!!

講師/郭宏基老師
學經歷/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系、台北張老師中心約聘講師、
杏陵醫學基金會約聘講師
活動場地：
國立臺灣圖書館一樓簡報室/中和區中安街85號（近永安捷運站）
相關問題請洽：02-2926-6888#3512
主辦單位：
國立臺灣圖書館 / 華人情感教育發展協會 / 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 臺灣性教育學會

會這樣一直平順過下去，但沒有想到接下來生活的變化該如何因

優惠；「陽明溫泉渡假村-菁山遊憩園區」享小木屋住宿9折優惠（專案及假日與連續假日

時間：04/01（五）10：00－12：00

應。生活中各項技能可以事先學習、練習，但是婚姻生活沒有使用說明

不適用）。活動到111年12月31日止，限量販售、售完為止。

地點：4F 4045 教室

書，也沒有預演的機會。如何提前思考要進入婚姻時應有的準備，才能

聯票銷售地點：

主講：林巧敏（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避免累積摩擦，影響親密關係的維持。

▌ 國際大旅館（臺北市北投區湖山路一段7號 / 電話：02-2861-7100）

報名方式：40人 (網路報名30人、現場報名10人)。活動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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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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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臺灣性教育學會。

▌ 陽明溫泉渡假村-菁山遊憩園區
（臺北市士林區菁山路101巷71弄16號 / 電話：02-2862-5116）

週開放網路報名，於本館首頁-活動報名內點選報
名，未及網路報名者，可現場報名。

2022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主講：陳慶暉（光寶科技ESG辦公室處長）

十位各具才情的古人物，十篇最潮的生命故事，有趣有料的潮

透如夢人生的曹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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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樂齡英語學習活動

閱讀講座

小行動．大改變

識台灣生態之美。《誰吞了史丹利》丟棄一個小小的塑膠袋，會造成什麼影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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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講 座

雨打、日曬雨淋。某天牠意外找到了一位新主人：一位立志當

線上讀書會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親子活動

幸福生活。不料女主人突然過世，牠被迫流落街頭，忍受風吹

愛地球繪本主題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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