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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電影院  看電影輕旅行
■播放場次： 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7/05(四)

菊次郎的夏天
Kikujiro

本片為小學三年級的男孩正男尋覓其離異的母親的故

事。在與菊次郎（北野武飾，跟正男關係只是鄰居）

一同尋覓的途中，跟正男產生微妙的關係，而正男亦

因此得到「天使之鈴」而走出陰霾。

片長122分 

7/12(四)

最遙遠的距離

The most distant 

course

剛搬新家的小雲(桂綸鎂)陷落在窒悶的上班族生活，

以及毫無出路的三角戀情中。一封封來自遠方的信

件，其實是一捲捲錄音帶，寄給她所不認識的前房

客。錄音帶裏豐富的聲音和情感，召喚著她啟程前往

台東，一步一步地尋找聲音和的錄音的陌生男子。

片長113分 

7/19(四)

轉轉

一位面對著養父債款的打工大學生文哉，為了還款和

債主福原約定以陪他散步的方式抵銷所有的債款。文

哉半信半疑的赴約到了起點 - 井之頭公園， 於是就

開始了兩名男子的「東京散步之旅」…。

片長101分 

7/26(四)

這兒是香格里拉

Finding Shangri-

La

一再遭遇生命中幾個重大打擊，讓季玲（朱芷瑩飾

演）突然有股衝動想要逃離當下處境，這時，一張張

陸陸續續在她身邊出現的神秘藏寶圖，似乎正指向遙

遠而迷人的雲南香格里拉聖山，催促著她決定拋下一

切，獨自出發到有人間仙境之稱的「香格里拉」尋找

答案。

片長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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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1(日)下午2:00起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翻滾吧！阿信Jump Ashin! 片長127分

本片獲2011第48屆金馬獎最佳原創電影歌曲；2011臺北電影節觀眾票選

獎、媒體推薦獎、最佳男配角獎。本片內容依據真人真事改編，劇情主

要環繞在體操前國手林育信的成長故事，描述他從小刻苦訓練、青少年

時期叛逆迷失，到最後重拾體操熱情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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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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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大調查－館藏日治時期調查報告類書展
■時間：即日起～7/15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日本在領臺前已對臺灣展開調查研究，領臺初期官方即展開土地、舊慣、

戶口等調查以臺灣土地、人口及住民慣習。土地調查完成又進一步從事林野調

查；舊慣調查之範圍包括漢人、原住民舊慣；戶口調查則每隔五或十年定期進

行。另有衛生、宗教等調查。

此外，官方設置各種調查研究機構以進行各項調查，延攬學者專家戮力實驗

研究。之後，配合南進政策，臺灣總督府轄下之調查研究單位或高等教育機關積

極派遣專家學者前往華南、南洋從事調查研究。留下為數可觀的成果，不僅成為

總督府各項政策和施政之重要參考和依據，且奠定臺灣近代學術之基礎。

【映畫活動】配合展覽主題播放相關影片，歡迎觀賞

片格轉動間的臺灣顯影/南進臺灣 (片長64分鐘)

■時間：7/4(三)14:00開始放映

■地點：六樓臺灣學研究中心多媒體放映區（展覽區旁）

王耀銘師生書法聯展
■時間：7/18～7/29

■地點：4F 雙和藝廊

王耀銘老師為大同公司附設大同書法班的書法老師，

大同書法班的學員除公司同仁外，還包括同仁眷屬，許多

人最初因帶孩子上書法課而一起學習書法，在孩子漸長課

業繁重而不再學習後，家長反而全心投入，成為工作/家

事之餘的一種休閒活動，進而成為一種精神寄託。無論平

實秀麗的楷書、靈巧轉折的行草、文重渾厚的隸書或是均

稱工整的篆書，無不涉獵，各位學員在王老師的悉心指導

及勉勵敦促下，逐漸展現各自的特色。

大地風情－蒲公英畫友會師生聯展
■時間：7/3/～7/15

■地點：4F 雙和藝廊

2003年11月，一群熱愛繪畫的大同社大學員成立

了蒲公英畫友會。八年多來在歷任幹部（老師）和

（學）會員們的用心經營下，文山社大、大同社大學

員及喜愛畫畫的朋友們陸續加入，畫會已茁壯達50多

位成員。畫會藉由每月一次的寫生活動，足跡踏遍大

台北各美麗景點，每年不定期舉辦畫展或旅遊寫生，

畫會成員們互相砥礪、分享心得、培養情誼。本次的展出集結了畫友們一年

來投入多元媒材的創作，希望大家藉由聯展觀摩交流，傳播繪畫的快樂種

子，以畫會友，精進畫藝。

第51期終身學習研習班招生
■班別： 開設有押花藝術、書法、瑜珈、水彩、國畫、意象素描….等課程。每班報

名人數不足18人則不開班。

■上課時數：18週，每週上課一次（2小時）。

■費用： 每人每班新台幣2,500元，材料費上課時另繳。(低收入戶憑證明可享報名費

六折優待）。

■報名方式： 7月10日上午10時至7月15日24

時網路報名，無法使用電腦

網路報名者，可於7月10日上

午報名期間前往本館二樓電

腦教室請館員協助)。網路報

名逾期但仍有剩餘名額，則將

資格給予現場報名者(6樓推廣

組)。

課程內容及繳費方式等相關訊息請上網查詢 http://192.192.170.226/class/

default.asp

多元文化館藏交換聯展
■時間：7/1～8/31

■地點：2F 多元文化資源區

■對象：在臺新住民朋友與關懷新住民的民眾。

藉由臺北市立圖書館與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交換

館藏並展覽，達到資源共享、館際合作的目的，以期提供

在臺新住民朋友更豐富的圖書資源與服務。

主題書展　亞洲‧輕旅行
■時間：6/26～7/29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輕旅行，指的是短時間旅程，迷人

之處在於自由自在、不受拘束；輕旅行，

是輕裝、輕便、輕鬆的旅行態度，也是一

種生活的態度。因此，不論是國外或國內

的旅遊，只要將需求及負擔降到最低，放

慢腳步細細品味，旅行過程中的一頓美食、一片美景、一個貼心的設計，都能成

為一次旅行難忘的回憶；除此之外，也能洗淨疲憊的心靈，讓心靈得到滿滿的自

然能量。

此次書展精選亞洲地區輕旅行主題的圖書，讓讀者從書中得到旅遊帶來的能

量，也能從書中所介紹的資訊規劃屬於自己的輕旅行。

全國好書交換活動

2012好書聚樂 BOOKSANITY
為響應「全國好書交換日」，辦理好書交換活動，藉以推動

閱讀風氣，鼓勵民眾以書會友；並藉由分享資源，推廣資源

再利用與愛護地球之觀念。

■收書時間：7/4～7/13

（週一休館，週二至週日14：00～19：00)

■收書地點：3F 服務櫃台

■換書時間：7/14（六）10：00～15：00

■換書地點：B1 文化走廊

■收書原則：

1.書籍需有版權註記。

2.圖書封面及內頁須清潔完好，無破損、污損或塗鴉情形者。

3.電腦書籍須最近5年內出版者。

4. 教科書、升學參考書、各類宣傳品、佛堂經書、小冊子、舊書商或出租書店汰舊書

籍、各機關學校藏書或報銷資料、雜誌、視聽資料及本館所贈閱圖書或認定不宜者，

均不列入受理範圍。

5.民眾所提供交換之圖書資料，由本館統籌處理。

■換書方式：

1. 民眾於收書時間，將欲交換的圖書送至收書地點（恕不受理郵寄），一本圖書可納計

一點，由本館核計後發給「好書計點卡」，每人換書冊數以20冊為上限。

2. 換書當天，民眾憑「好書計點卡」至換書地點換取喜歡的書籍。「好書計點卡」限活

動當日換書用，請自行妥慎保管，以憑換書，如有遺失恕不補發。

3.為響應環保，換書當日，請民眾自備書袋裝書。 

新住民電腦學習課程

開啟數位學習，免費電腦課程招生！
■時間：7/19～9/18，每週二、四晚上18：50-20：50

■地點：2F 電腦教室

■對象：新住民（報名時需附居留證或身分證影本）

■報名方式：電話：25777663或25784515#140（張小姐）；傳真：25784609

■洽詢電話：29266888#2105（吳小姐）；傳真：29265415

■主辦單位：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伊甸基金會新移民家庭成長中心

WINDOWS  XP 知識養成、Internet 指引、部落格與網拍、照片修版……有趣實用

的課程,歡迎您的報名參加。

上海宴

活水文化創意園區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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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名：玩具總動員3（片長103分鐘　　）

■時間：7/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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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眼間，玩具們的主人安弟已經成為一個青少

年，也即將離家去展開他的大學生涯。胡迪與巴斯以

及其他的玩具們也都人心惶惶，深怕這個他們內心最

恐懼被丟棄的一天即將來臨。這一天，安弟的媽媽來

到安弟的房間，要求他在離家前要把這些東西處理

好，如果沒有將要留下的玩具放置閣樓收藏，她就會

把這些玩具處理掉。在陰錯陽差之下，媽媽誤以為全

部的玩具都要丟棄，所以就將玩具們全數捐給陽光托

兒所…

親 子 影 片 欣 賞

故 事 童 樂 會 聽故事時間繪本大師桑達克紀念書展
■日期：7/1～7/31   

■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樓 

你知道圖書館有好多好玩的圖書嗎? 有許多有趣的

故事嗎? 和我們一起來遨遊圖書館吧！感受新鮮有

趣的閱讀夢想之旅，本月展出與圖書館相關主題的

兒童圖書。

兒 童 主 題 圖 書 展  凱迪克獎繪本大賞

■日期：7/1～7/31   

■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樓 

終身學習系列講座  

翱翔在宮崎駿動畫的奇幻世界---從孩子的生命力出發 
游珮芸（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時間：7/29（日）14：00-16：00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世界知名的宮崎駿導演一向擅長以奇幻的手法來展現世界，

然而他所講述的卻是最真實的人生哲理。

除了一般常常被討論的自然與文明（環境）議題之外，宮崎

駿導演的作品ㄧ慣以描寫孩子的生命力為主要的主題。

本次演講將以『龍貓』（1988)、『神隱少女』(2001)、

『崖上的波妞』(2008)為討論對象，比較宮崎駿導演在前、中、晚期，所塑出來的不同

角色：小梅、小月、千尋、波妞、宗介。帶領聽眾了解宮崎駿所關懷的視點如何轉變，

又如何巧妙地以歷險的劇情來刻畫出每個孩子的生命力，期待聽眾們可以從不同角度深

入欣賞宮崎駿導演的作品。

主題：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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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04（三）△ 四個朋友 / 張慧民▽ 松鼠先生知道幸福的秘訣/ 林秀麗

▼ 7/18（三）△ 你愛誰多一點? / 張慧民▽ 小蠶豆的床 / 林秀麗

▼ 7/25（三）△ 我有友情要出租 / 張慧民、李春梅   ▽ 國王駕到 / 閔繼英

臺灣學系列講座  

田園牧歌：認識臺灣近代雕塑先驅黃土水
蕭瓊瑞（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兼藝術中心主任）

■時間：7/14（六）10：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黃土水是日治時期臺灣最重要的雕塑家，也是第一個

以作品入選日本帝國美術展覽會的臺籍藝術家。作為一

個土生土長的臺灣人，黃土水的一生致力於臺灣風土之美

的發揚，也期待臺灣進入一個進步開化的現代化社會，其

代表性的作品：〔甘露水〕、〔釋迦出山〕、〔水牛群

像〕，已成臺灣最重要的文化資產，列名文建會「國寶」

的指定名單內，值得大家進一步的瞭解。

青春少年營   

青春樂讀漫畫
■時間：7/21（六）9: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漫畫可以為青少年帶來樂趣並激發想像力，本活

動邀請漫畫家曾建華老師與插畫家王子麵老師透過講

解分析與示範的方式，來激發青少年對於創作的熱情，

並開啟他們對事物的敏感度及閱讀漫畫與插畫作品的興

趣，讓青少年可以輕鬆渡過快樂的暑假！

對象：國、高中生（即將升國一、升大一學生亦可報名）

課程名額： 每梯次30人，備取10名（錄取名單請見本館網站

最新消息）。

報名方式： 採現場免費報名方式，以本人或家長親自報名為

原則，請持本館借閱證至6樓服務櫃臺辦理。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7月15日前，額滿為止。

　　　　（週二至週日9:00-17:00）

詳細內容請上本館網頁查詢

青春愛看電影
■時間：8/4（六）9: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對象：國、高中生（即將升國一、升大一學生亦可報名）

名額：每梯次30人，備取10名（錄取名單請見本館網站最新消息）。

報名方式： 採現場免費報名方式，以本人或家長親自報名為原則，請持本館借閱證至2

樓服務櫃臺辦理。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7月29日前，額滿為止。

　　　　　（週二至週日9:00-17:00）

詳細內容請上本館網頁查詢

與作家有約  夏日輕旅行—−發現四號公園之美

吳海獅（新北市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輔導團研究員）

■時間：7/11（三）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及四號公園

■參加方式： 13：30開放入座，額滿為止（簡報

室座位計65席）

活動規劃先30分鐘解說圖書館四季之動、植

物介紹，後90分鐘實際至圖書館外，導賞四號公

園四季樹、果、根、花、鳥、蝶等動植物，個人

依公園生態地圖摺頁漫遊探索四號公園之美。

繪 本 童 書 園 聽故事時間

故事名稱：奇妙的心寶

故事帶領者：本館「繪本童書園」閱讀志工第3組

■時間：7/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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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主題書展    東方畫姬 德珍紀念展

■時間：6/4～7/29

■地點：3F 青春閱讀區

德珍本名江慶儀，為動漫圈知名插畫家，有東

方畫姬之稱，今年4月11日凌晨於作畫中猝逝。留

下作品包括銷售高達七萬本之畫冊，言情小說封

面、台北捷運儲值紀念套票、電玩人物設定、知名

訂婚喜餅等等。

曾建華 繪

王子麵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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