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子繪本展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雙和藝廊

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影片欣賞

電話：(02)2926-6888 #3514 陳小姐

說一個故事給你聽—劉旭恭繪本展

「草嶺畫會」陳慶坤師生聯展

「大海至寶」海洋資源主題書展

牠 第二章 IT : chapter 2

日期： 05/31～07/03

日期：06/08～06/19

日期：06/07～07/03

時間：06/26 (日)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地點：1F 臺灣藝文走廊、親子資料中心B1、1F、2F

地點：4F 雙和藝廊

表現形式；我們只是因為喜歡繪畫藝術，如此簡單的存在！

臺灣圖書館裡走走看看，欣賞繪本作家劉旭恭的繪本與原

西方現代繪畫理論中，以多媒材表現出藝術創作的多

畫，以及創作背後的點點滴滴。

線上電子資源展

元性，展現作者的自由創意，是「草嶺畫會」反覆思考的一
電話：(02)2926-6888 #4211 吳小姐

鎮。預告從貝芙莉(潔西卡雀絲坦飾)回到德瑞鎮的故居畫面開始，赫然發現

海洋因此成為兵家必爭之地，但人類無止盡的探索與開發，

小丑潘尼懷斯並沒有被消滅，牠在27年後又回來了，正如同這個小鎮的歷

卻對脆弱、環環相扣的海洋環境造成嚴重的威脅，我們該如
何在維持平衡的前提下，享用海洋帶給人類的恩惠呢？

外，還有壓克力畫、書法作品等共六十餘幅。尤其，融合東

透過本次書展，一起瞭解我們的選擇將如何影響海洋的永續。

西方繪畫藝術創作的發展與創新，如何去表現臺灣這一片

時間：05/12～07/14

土地，成為本畫會師生戮力以赴的理想；在逐漸凝鍊、沉澱之後，本次展覽希望瞥見美

媒體及電子書的介紹，讓讀者對生態環境有更多的認識。

海底石油到現在人類能無法確定有多少存量。

個議題。因此，這次展出作品，除了傳統的彩墨山水畫之

生態世界面面觀
該展區將分四梯次展示本館生態相關之線上資源，由線上影音多

成年版的魯蛇俱樂部成員，為了小丑潘尼懷斯，他們在27年後重回故鄉德瑞

線上連結

筆尖遊情-顧兆仁師生城市速寫展

06/09(四)
愛永遠都在

地點：4F 雙和藝廊

Beyond brotherhood

06/16(四)
永遠38歲的Erica

還是生活所見，不論運用風格為何，畫面則注入手感的溫度
與濃郁的心情訴求。

青少年主題書展

城市速寫講究的是利用簡便的繪畫工具，將現場所見依

時間：06/26（日）14：00－16：00 (13:30開放入場)

片長91分鐘

「遺珠之憾─居然還有這種圖鑑！」

彩，也有直接快速用水彩或水墨渲染，重點是表達內心對於

日期：06/07～07/03

直觀當下景物所呈現的內心感受，因時、地、風土民情皆有

看過動物、植物跟恐龍；體驗過食、衣、住、行、育、樂。

差異，值得用心細細玩味。

居然，居然仍有一些遺珠之憾！

客愛妻的農場大作戰！這對瘋狂夫妻，當初為了堅
持對愛狗的承諾，毅然轉職到鄉下開農場。經過傳統農法實作專家的協助，以有
機農法將果園、菜園、牲口繽紛交織，模擬自然生態系統的運作，生物多樣性宛
如童書裡的完美世界。當農場從荒廢中復甦，與萬物和諧共存的理念隨即受到挑
戰。蟲害、猛獸、狂風、野火，大自然的震撼教育開始帶領他們，不再只是關注
產量收益，而是真正親近土地，體認綠色保育的永續真諦。
*1F簡報室計有70席，視障者優先入場，額滿為止。
*疫情期間入場請全程配戴口罩。
*活動事項因應疫情狀況滾動式調整及更新。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妖魔鬼怪很多種，寶石礦物很多種，

2022臺北國際書展

電話：(02)2926-6888 #5401 蕭小姐

為了一隻流浪狗，意外開啟農場人生！本片由艾
美獎常勝軍名導掌鏡，歷時十年，記錄他與美食部落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自己的想望快速落實在紙上，有人以線繪掌握輪廓並敷以淡

地點：1F 簡報室

導賞人：佟建隆（資深口述影像老師）

主題電影院《面具系列影展》

2022臺北國際書展
日期：06/02 ～ 06/07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一名失敗的喜劇演員亞瑟佛萊克(瓦昆菲尼克斯 飾)，扮成小丑的他，在高譚市
街頭遊蕩時遇到暴徒。在社會無視的情況下，佛萊克開始慢慢陷入瘋狂，一步
一步成為高譚市最邪惡的超級罪犯-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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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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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歐吉桑都很多種？
最後的最後，一起看看圖書館還有什麼神奇的圖鑑吧？

Erica 38

06/23(四)
假面病棟
Masked ward

06/30(四)
雷巡者 剛達拉
Gundala

米婭和約書亞貝迪兩個年幼的兄妹在父母去世後成為孤兒，而政府強加的分離
讓他們決定逃離，流落街頭學著生存。這個故事，關於他們在一個艱難的世界
中生存，有驚人的第二次機會和意想不到的低谷，米婭不得不在她哥哥的愛和
她生命的愛之間做出決定，最終導致一個驚人的轉折，而愛永遠都在......
改編自真人真事，故事獲日本國寶級演員樹木希林青睞，首次為電影擔任監製
並參演。日泰警方聯手搗破一宗近十億日元跨國騙案，落網騙徒是六旬婦人，卻
訛稱38歲並以美人計騙財騙色，轟動全日本。女主角與詐騙犯情人聯手行騙，
以花言巧語媚惑心靈脆弱的人入局，換來不義之財享盡奢華。可惜當局者迷，
金錢無法填補心靈虛空，枕邊人的背叛令她出走尋找慰藉，在異鄉依然逃不出
物慾與色慾交織而成的漩渦...... 導演日比遊一曾為高倉健拍攝紀錄片，首度執
導劇情長片引領觀眾窺探傳奇騙子戲劇性一生，直面人性的慾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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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亂中的國家需要這樣的英雄挺身而出! 正邪無法兩立，只有以暴制暴社會始
得安寧...... 改編自印尼問世半世紀的經典漫畫<剛達拉>! 自幼在貧民窟成長的
少年，深諳打抱不平反而會自招其禍的道理，但面對父親在抗議中被殺害，母
親因此離去，而慘遭霸凌的他，決心不再忍氣吞聲來面對人生 ; 學習武術的過
程中竟意外獲得雷擊的超能力，讓他成為天選之子-剛達拉!

片長120分

：未滿15歲之兒童不得觀賞！

期刊合訂本區、叢書區

9:00 - 21:00

Bound Periodicals、Monographic Series

9:00 - 17:00

Shuanghe Gallery、Classroom 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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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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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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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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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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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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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10：00～18：00；3日（五）及4日（六）至22:00

B1
B2B3

地點：臺北世貿中心展覽一館 綜合區B1034
（臺北市信義路五段五號一樓）
本次書展本館將以「生態永續」為策展主軸，展場分
為遊戲體驗、電子資源展示、閱讀角落及文創品(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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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展售等區域。透過影片播放、館藏資源展示、遊戲互動、
靜態閱讀等方式，達到圖書館館藏資源利用教育之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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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F

9:00 - 17:00

9:00 - 17:00

雙和藝廊、4045教室
雙和藝廊、4045教室

[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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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合訂本區、叢書區

Taiwan Book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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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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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修室、行動裝置座位區
自修室、行動裝置座位區
片長11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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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tizen's Classroom

故事以圍著鐵柵欄、神祕的前精神病院為舞臺，有天一位戴面具的不速之客闖
入並佔領醫院，要求臨時值班的速水醫生(坂口健太郎 飾)搶救被自己襲擊的
女大學生川崎瞳(永野芽郁 飾)。速水試著拯救瞳並逃離醫院，卻意外捲入驚悚
詭譎的暗黑秘密......。

：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陪伴觀賞！

片長10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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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週日

微縮資料閱覽區

片長105 分
[西]

Tue - Fri

週二-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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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長121分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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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城鄉旅讀之情感舒發為創作主題，無論繪畫的情境是旅遊

《我家有個開心農場》(紀錄片) 口述影像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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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2(四)
小丑

「筆尖遊情-顧兆仁師生城市速寫展」，是這次師生共同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後，再度回到這個讓他們充滿夢魘的故鄉，一同勇敢面對小丑潘尼懷斯。

Joker

日期：06/22～07/03

「永續愛地球」影展

史，每27年邪惡力量就會再度甦醒。於是各奔東西的魯蛇們在闊別了多年之

播放場次及時間：14：00起

麗之島的臺灣意象。

影片欣賞

來到這裡「說一個故事給你聽」，歡迎大家在5/31~7/3之間到

捷運 中和新蘆線永安市場站下車

詳的電話，將他們紛紛召回德瑞小鎮。導演安迪馬希提再度集結了少年版與

海中有人類尚未發掘的寶藏，

展 覽

是一個鬆散的組織，既沒有共同的創作理念，也沒有共同的

片長169分鐘[英]

27年後，魯蛇俱樂部成員長大並陸續搬離了德瑞小鎮，直到他們接到一通不

海鮮是我們生活重要資源，

「草嶺畫會」最初由一群熱愛繪畫的同伴集結而成，

小老鼠有一個小小的心願，希望有一天能環遊世界。他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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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極戰隊

片長92分鐘[中]

時間：06/11（六）14：00 地點：1F 簡報室
北極狐史威帝在北極物流公司的收發室工作，但他有

繪本主題書展

曹俊彥快點來上班：忙碌充實的童書編輯生涯

共讀書籍：《解鎖未來教育：直擊13個教育現場，解讀孩子學

時間：06/25（六）14：00－16：10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F

習問題，共創自發、互動、共好的學習環境》

下的古代氣體，讓北極完全融化。史威帝與他的好友們組成

列》、《薩琪系列》……等許多好看的法國翻譯繪本喔。111年6月親子資料中心搭

一支臨時戰隊，誓言阻止海象奧托的可怕陰謀！

配臺北國際書展，以法國作者出版的繪本為主題，挑選一系列好書，且在親子資料中
心B1外文圖書還有法語原文繪本喔!歡迎親子一起到館賞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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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06/14、06/28（二）19：40－20：40

會議連結：Google Meet 線上視訊會議室

頻道：國立臺灣圖書館YouTube頻道

會議室連結：https://meet.google.com/jpi-heof-hee

主講：宋怡慧（丹鳳高中圖書館主任）

主講： 曹俊彥（本書作者、兒童文學作家、圖畫作家)

作者簡志峰教授從小接受傳統考試導向教育，父母期待他

美術編輯透過兒童讀物，以圖畫書或插畫的設計以及書

當個公務員老師，小的時候還不懂考試導向教育的問題，只覺

本的整體編排、裝幀設計，可以帶給小朋友多樣的美感經驗，

得這樣的教育方式讓人感到疑惑和厭惡，長大了才知道這是填

可以算是美術教育的延伸。

鴨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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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室連結

你是否也有同樣的疑問跟經歷呢？！

家長）優先取票。活動請全程配戴口罩。

6月的讀書會，跟著怡慧老師一起《解鎖未來教育》，一同瞭解問題背後的原因，
挖掘孩子的學習動機、引導他們面對未來世界，以及透過AI世代的社會參與探索學習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的意義，開啟每個孩子對學習的渴求。

尖峰人生暫停一下
時間：06/18（六）14：00～17：00(13：30開放入場)
地點：1F 簡報室

導賞人：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亞蘭瓦普勒是一位成功的企業總裁，統領法國最

故事童樂會

●

讀書會直播時間：每個月第2及第4週的星期二 19：40-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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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維護專題講座 / 工作坊

更排不進他繁忙的行程表，豈料在一次日常的午睡之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教室

時間：06/24（五）10：00－12：00

後，竟意外中風，讓亞蘭腦中掌管語言的部分失去功

對象：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 自由參加

地點：4F 4045 教室

救他的事業，他聘請年輕的語言治療師珍妮，在復健的過程中，亞蘭也因此重新檢
視自己的人生……

06/08（三） △ 去冒險/ 圈圈 阿姨 ▼ 逃跑小豌豆(1)廚房大冒險/圈圈 阿姨

*1F簡報室計有70席，視障者優先入場，額滿為止。

06/15（三） △ 怕浪費奶奶的河川散步、小狐狸回家/ 櫻桃 阿姨

電話：(02)2926-6888 #4217 簡先生

主講：夏滄琪（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副教授）
報名方式：40人(網路報名30人、現場報名10人)。活動前三
週開始網路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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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亂七八糟的口袋/ 蘋果 阿姨

*疫情期間入場請全程配戴口罩。
*活動事項因應疫情狀況滾動式調整及更新。

06/22（三） △ 小老鼠找新家、 999隻青蛙兄弟搬新家/一蕙 阿姨
▼ 這不是壞野狼/ 梅德林魔法師
電話：(02)2926-6888 ＃3605 周小姐

高中歷史教師工作坊
日期：06/11（六） 地點：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報名對象：在職高中教師
本館多年來致力於以豐富的臺灣學特色館藏支援臺灣史課程教學，「高中歷
史教師工作坊」，以協助高中教師探索資料及發展構想為目標，並提供教師可於
教學現場實際運用的資源，活動詳情請見「臺灣學研究中心網站」。

06/29（三） △ 仙子先生 / 繼英 阿姨 ▼ 向日葵/ 圈圈 阿姨

地點：4F 4045 教室
報名連結

主講：吳銀水（社團法人臺灣藍染學會理事）

文獻圖書之蟲害與處理

（活動前 15 分鐘開始進場）

轟聲傳十里－百年北投
時間：06/25（六）09：30－11：30

時間：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06/01（三） △ 下雨了/ 兔子 媽媽 ▼ 胖先生和高大個/ 鳳梨 阿姨

電話：(02)2926-6888 #3604 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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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聽故事時間

科普系列講座

●

大汽車集團的23萬員工，從不知休息為何物，陪伴家人

能，心裡想說「您好」到了嘴邊變成說「再見」。為了挽

Jun

會議登入時間：06/25（六）13:45~

講 座

意外發現海象奧托的邪惡計畫，他與手下們打算釋放地底

外，在小小孩的繪本世界中，還有《麗莎和卡斯柏系

親子活動

的艾菲爾鐵塔、凡爾賽宮、普羅旺斯……等著名勝地

西洋古書在臺灣

日治時期草山(現今陽明山)及北投地區被規劃為裕仁皇太子的臺灣行啟路線，因為
北投有著全世界唯一以臺灣地名命名的「北投石」。北投如何從以前的風化場所，蛻變
至現今的文化場所呢？讓我們深入認識，百年北投。

電子資源推廣課程

電話：(02)2926-6888 #4211 吳小姐

行動載具雲端悠遊樂～智慧生活手機運用
時間：06/08（三）14：00－17：00

地點：4F 4045 教室

學習如何善用網路搜索技巧，輕鬆成為生活達人。聰明辨別網站陷阱與不實假消息。

行動載具雲端悠遊樂～雲端相簿應用
時間：06/22（三）14：00－17：00

地點：4F 4045 教室

善用雲端空間，備份資料不遺失，手機空間大無限。輕鬆分享照片，分享生活樂無窮。

時間：06/24（五）13：30－16：30
地點：4F 4045 教室

主講：鍾芳玲
費用：工本費300元。
報名方式：30人(網路報名25人、現場報名5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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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費期間：06/03-06/22，現場繳費/匯款繳費，詳情請參考報名網址。

2022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日期：06/01～06/30

了證明自己的能耐，史威帝自告奮勇運送一批神秘貨物，卻

電影聽賞活動

與作家有約

終結句點王．online讀書會

法國是個充滿藝術與人文的國家，除了耳熟能詳

人文社會議題探究工作坊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法國繪本】主題書展

著遠大的夢想：希望有朝一日能成為頂尖的北極快遞員。為

活動當日13：45開始請至1樓簡報室領取號碼牌，憑

線上讀書會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創造新時代的代間溝通心法」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

我們是彼此的未來：青銀共創的代間相處藝術
時間：06/25（六）10：00－12：00
名額：60名

地點：1F 簡報室

主講：周妮萱（臺灣創齡推動發展協會Creative Ageing創辦人）

報名連結

講座內容聚焦在老年與青年代間溝通心法歡迎大家一起來聆聽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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