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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電影院  歡迎來到德國----德國電影展
■播放場次： 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10/04(四)

柏林地下情
Berlin 36

本片由傳奇猶太裔女運動員貝格曼的真實故事改編。

故事講述流亡英國的猶太跳高女將貝格曼，在1936年

柏林奧運期間，被德國緊急召回，卻又被德國政府在

比賽前夕取消她的選手資格……。

片長102分 

10/11(四)

惡魔教室

The wave

本片改編自Morton Rhue的小說，為發生在加州某所高

中的真實故事。為了完成一個極端政治的研究計畫，

該所高中的歷史老師和學生進行有關極權政府運作的

非正式實驗，但是隨著學生們的投入與團體的力量，

實驗卻漸漸失控了……。 

片長106分 

10/18(四)

靈魂餐廳

Soul kitchen

本片描述如何在快速轉換的社會中，仍然維持一份緊

密的關係。電影裡的餐廳就像是個神奇的地方，在這

裡人們可以逃脫現實，可以和家人或朋友聚餐，可以

失戀也能夠再次戀愛……。

片長101分 

10/25(四)

歡迎來到德國

Almanya - 

Welcome to 

Germany

6歲的錢克想加入班上足球隊，但他的土耳其同學和德

國同學卻都不要他，於是錢克跑回家哭訴：「我到底

算是德國人？還是土耳其人？」表姐為了安慰他，於

是告訴他爺爺的故事……。本片獲得德國奧斯卡最佳

影片、最佳劇本雙料大獎。

片長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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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日)下午2:00起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分居風暴 Nader and Simin：A Separation Part I 

片長123分

本片獲得2012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2011年第61屆柏林影展金熊

獎、最佳男主角及最佳女主角獎。全片藉由一對分居夫妻以及一

個意外流產的女傭，帶出對伊朗社會、法律、宗教以及男女關係

的深切剖析，被譽為伊朗版的《羅生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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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簡報室座位共65席（含工作人員1席），每場次依在場排隊者之順序發放號碼牌(每人限領一張

、額滿為止)。當日未能入場觀影者，歡迎至2樓視聽區內閱或外借各種影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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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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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薈萃─館藏日治時期名錄類書展
■時間：即日起～12/16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日治時期政府與民間為確實掌握人事動態，乃編

纂為數眾多之職員錄。1898年起逐年出版的《臺灣總

督府職員錄》刊載該年度總督府編制和人事資料，府

轄各單位、地方官廳和準自治團體亦各自發行職員

錄。民間人名簿則可分為社教團體名簿、同好團體名

簿、縣人會名簿和工商團體名簿，主要刊載該團體內

人員姓名、住址等資料。「人士鑑」以短文或簡列方

式刊載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各領域中有名望之人物；

「長傳」多為傳主故後由友人編輯而成，或傳主為歷

史人物者；「小傳」的評述對象包含官界和民間人

士，並帶有編纂者對傳主的評價；「自傳」多述傳主

生平、家庭和學經歷，有些則強調傳主於特定期間之表現及其興趣。此外，名錄編纂

者多為記者，如：林進發、大園市藏、橋本白水等人皆是。各種人名錄保留各領域

官、民人事資料，為研究日治時期臺灣各領域人事變遷珍貴且重要之史料。

【影片放映】血染的油彩：陳澄波(片長30分鐘)

■時間：10/13（六）、10/24（三）14:00開始放映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多媒體放映區（展覽區旁）

生平、家庭和學經歷，有些則強調傳主於特定期間之表現及其興趣。此外，名錄編纂

纖纖遇紙：手工紙張特展
■時間：即日起～12/7（週二～週日9時～17時）

■地點：5F 特展室

手工造紙與特殊的書寫工具及書體、繪畫體系發展

相輔相成。在其悠久的發展過程中，除了造紙原料的擴

展、造紙工序的改進之外，基於實用及裝飾性的目的，

逐漸發展出各種加工技術，如砑光、填粉、施膠、塗

蠟、染色、灑金及印花等，不難想見加工的手工紙之多

樣性。

修護圖書之前，必先瞭解製成圖書的基本材料—紙

張。因此，做為圖書修護材料學的基礎，對紙張的認識

是必要且急迫的工作。林業試驗所（以下簡稱林試所）

執國內手工紙研究之牛耳，並研製多種精美手工紙張，

此次遂與林試所合作以手工紙為主題，展出各種手工紙。各種紙張在書畫或裝裱修復

使用上有哪些特點？從紙張展覽上我們又可以發現多少紙張的故事？凡此種種皆可在

本次特展一窺究竟。

心畫初機─ 蔡孟玲與許佑誠師生展
■時間：10/3～10/14

■地點：4F 雙和藝廊

這是一場分享心靈世界的饗宴。「心畫初

機」繪畫要表達自己最真誠的內在聲音，畫最初

的心意動機與真實自在的面貌，訓練自己堅忍、

耐煩，培養自信與探索自我實現的過程。

孟玲與佑誠是師生與心靈同儕的夥伴。佑誠

從小學握筆困難地跟著我學畫，必須克服身體上

的不自由，而我面對他專注與認真投入的創作神

情，總會給予肯定、讚美及深深的擁抱。我們一起用繪畫寫日記的方式紀錄所有的生

活體驗，把生命中的悲歡離合所有的轉折，用欣賞畫作的距離、抽離、分析、攝取上

天給予的祝福力量。每個人都是獨特的，都有自己的特質與想望，我們一起發展人生

的平台，而不把快樂的鑰匙交在他人手上，我們彼此分享生命的點滴體驗，集中所有

力量往內探索，豐富生命旅程，活成自己的樣貌。

101邱素美工筆花鳥畫展 
■時間：10/17～10/30

■地點：4F 雙和藝廊

工筆畫創作講究線條細膩優美及物體之靈秀逸動，工筆

畫家透過觀察捕捉自然界中物體的本質，運用高度的專注力

一筆一筆細心地描繪完成。 

寫生是工筆畫的重要課程，運用寫生、寫神、寫形結合

美化、簡化、誇張、重組的手段，使作品達到高度的藝術

性。其個人在創作過程中從作品構圖、用筆、設色等細節，每一個步驟都得小心翼

翼、按部就班的完成，無非就是希望達到工筆畫所講求的精細境界。整個創作過程雖

然細節繁瑣，然而對畫家而言這卻是心靈上的珍貴饗宴。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巡迴展

航行中的意外旅程─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漂流文獻巡迴展
■時間：10/2～12/30

■地點：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2樓迴廊（臺東市博物館路1號）

漂流文獻泛指海難相關紀錄及漂流事蹟。十六世紀中葉起，各國海上活動頻繁，

海難紀錄及漂流事蹟大量增加。館現藏漂流文獻60餘種，如《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

チョプラン島之記》、《安南國江漂流風俗寫生圖》、《南瓢記》等，皆是研究海洋

史、各國關係史與文化傳播的重要史料。因漂流地多為臺灣東部沿岸，本館特與國立

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合作，將本展覽移師臺東，讓更多讀者了解日治以前臺灣及東南

亞各地的風土民情。

主題書展　　人人有愛 身心無礙
■時間：10/2～10/28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每個生命都是獨一無二的，即使是身心障礙者。關心、

瞭解並給予協助，可使其生命獲得認同，甚而得到改變、開

展無限的可能。

此次的書展，我們將展出有關身障、心障的醫療照護知

識、障礙者本身及照顧者的故事。例如肢體障礙者（如失去

四肢、視障、聽障及癱瘓者），如何超越自我身體的缺憾與

極限，追求另一種人生的成就與圓滿；或是心智障礙者（如自閉症、智力障礙、重度

憂鬱症等），如何與缺憾共舞，蛻變成翩翩起舞的彩蝶。

優良政府出版品書展　　第四屆國家出版獎
■時間：9/25～10/14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國家出版獎已堂堂邁入第四屆，此屆得獎作品呈現多元豐富與創新之特色，包括

52種圖書、4種連續性出版品及12種非書與電子出版品。特優獎《能高越嶺道．穿越

時空之旅》(林務局出版)，以動人的文字描繪賽德克族開鑿能高越嶺道的艱辛歷程；

優等獎《臺灣魚類圖鑑》(海生館出版)，以圖說的方式提供2,600多種魚類詳細介

紹；《縱橫山林間─鹿野忠雄》(國史館出版)，以紀錄片形式將鹿野忠雄的學術成就

作完整的介紹；《山林魅影─林鵰》(林業試驗所出版)，紀錄第一手的生態知識……

更多令人驚豔的作品盡在書展中，邀您共賞。

情，總會給予肯定、讚美及深深的擁抱。我們一起用繪畫寫日記的方式紀錄所有的生

性。其個人在創作過程中從作品構圖、用筆、設色等細節，每一個步驟都得小心翼

上海宴

活水文化創意園區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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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名：貓頭鷹守護神（片長97分鐘　　）

■時間：1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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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的貓頭鷹索倫對父親所描述的英雄故事貓頭鷹守護

神相當著迷，這位神話般的英勇鬥士與邪惡的純種者大戰之

後解救了整個貓頭鷹族群。當他和哥哥克勞德從樹頂上不慎

掉到地面後，卻被純種者抓走，全靠其他勇敢的貓頭鷹協助

索倫才能逃出。索倫與貓頭鷹們一行要去尋找巨鴞神樹，也

就是守護神的家園，這是擊敗純種者和拯救貓頭鷹王國的唯

一希望…。

■時間：10/06（六）15：00-16：00「這是誰的?」
■地點：B1 樂學室  

故事帶領者：本館第一組閱讀志工

對象：4-8歲兒童及家長

自由參加（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親 子 影 片 欣 賞

普

故 事 童 樂 會 聽故事時間

聽故事時間

兒 童 主 題 圖 書 展  品德教育主題書展
■日期：10/1～10/31   

■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樓 

孝順、友愛、熱心、正義、誠實、廉潔、互助、勤

勉……，從一些簡單的品德小故事中，處處可以看見其中

蘊含的智慧。歡迎您走進圖書館，欣賞這些童書所帶來的

精彩內容。

終身學習系列講座 

談蔬果植化素

吳映蓉（臺灣營養基金會執行長、臺北醫學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時間：10/20（六）10：00-12：00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什麼是『植化素』？是維生素？！是纖維

素？！其實『植化素』就是植物在地球上幾億

年來為了保護自己演化出來的結晶，是一種

『天然色素』，能幫助植物來繁衍後代、抵抗

病蟲害、能豔陽下生存、在各種嚴峻的環境下

茁壯。

植物真的很『慷慨』，能將植化素的優秀功

能，在我們人體中發揮得淋漓盡致！發現我們人類利用植物的植化素，也能讓我們人

類增加抗氧化能力、增加免疫能力、抗老化、護膚、解毒、防癌等優秀的功效！

但這麼好的『植化素』，我們要如何獲得呢？要怎樣正確的吃蔬果才能獲得最多

的植化素呢？讓我們一起踏上尋求健康的旅程吧！

青少年主題書展 名人偶像青春紀事
■時間：10/2～12/2

■地點：3F 青春閱讀區

成長，本來就是一個過程，可是對還未走過這段

路程的人來說，有時一樁不如意事，卻被他視為全世

界，讓自己淹沒在苦悶中，無法自拔。如果歲月可以

給予知識和經驗累積，或許對成長中的年輕人應有所

借鏡及啟發。

本次書展將展出多位名人的青春成長紀事，包括

楊照的《尋路青春》、林懷民的《少年懷民》、吳若權

的《從前，有個笨小孩》、網球名將阿格西的《公開》以及NBA明星林書豪的

《上場》等書，希望藉由他們的分享，使青少年從中得到成長的智慧。

主題：品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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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3（三）△ 擦亮路牌的人 / 邵源源

　　　　　　▽ 不要再笑了，裘裘！ / 閔繼英

▼ 10/10（三）暫停乙次

▼ 10/17（三）暫停乙次

▼ 10/24（三）△ 公園小霸王 / 李春梅 ▽ 傻子伊凡 / 林秀麗

▼ 10/31（三）△ 黑馬和河馬 / 陳信美 ▽ 隱形男孩 / 章寶英

多元文化活動  

好聽好看—印尼、緬甸、越南、泰國音樂影片欣賞
■時間： 10/21(日)14:00-15:30　印尼文音樂影片欣賞

　　　　　　　siang Apresiasi film musik Indonesia

　　　　　　　15:45-17:15　緬甸文音樂影片欣賞

ဂ

　　 10/27(六)14:00-15:30　越南文音樂影片欣賞

　　　　　　　15:45-17:15　泰文音樂影片欣賞

■地點：1F 簡報室

■報名簡章：請洽本館一樓圓型服務櫃台、二樓多元文化資源區

　　　　　　索取或詳見本館網頁。

■報名方式：傳真：29265415；電話：29266888#2105

　　　　　　（承辦人：吳小姐）。

■報名名額： 65名（採事先報名方式，額滿為限，另有保留部

分名額提供現場民眾參與。已報名者如臨時無法

參與活動時，請於活動開始三天前電話告知承辦

人）

介紹本館多元文化資源區之印尼、緬甸、越南、泰國的影片及音樂館藏。透過影

片和音樂的介紹，帶領新住民和關懷新住民的民眾們，一起欣賞文字以外的感動。

※ 影片介紹結束後將進行「有獎徵答」活動，答對者可以將CD及DVD免費帶回家。

臺灣學系列講座  

部落調查與異文化採集─臺灣民族學的腳蹤
胡家瑜（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

■時間：10/13（六）10：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臺灣的原住民族，在十七世紀之前是臺灣島上的主要

住民，現今也是臺灣多元文化特性的重要內涵。對於臺灣

不同地區部落文化的豐富面貌，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由於民

族學科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文化調查採集的方法和技術，

也建立了新的知識和觀點。回顧臺灣原住民調查和採集的

軌跡，一方面可以反映臺灣跨文化接觸的歷史，另一方面

也可以理解臺灣文化圖像建構的歷程。更重要的是，可以藉此檢視其中交織的多重動

力，並進一步思考過去文化遺產和當代記憶延伸的連結意義。

與作家有約 《私房藥》

吳妮民（本書作者）

■時間：10/24（三）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吳妮民是文學創作者與醫者兼備之作家，曾獲全球

華文文學星雲獎報導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時報文學

獎、梁實秋文學等獎。她以心擬心，體察人間；以體

擬病，解病人心裡的痛，文字如藥深刻而輕柔地唱了出

來。

本書中「非關浪漫」以醫學生的無懼之瞳，直面初

始接觸的上刀、跑檯……，甚而發出左利手的不平之

鳴。擔任研修醫到專職醫生，出入診間、病房、居家照

護、醫療派遣隊，於生離場域中睽視青春生意之衰退，在

死生模糊的時點宣告「閉幕」終了；「醫室流光」是剖解世人未注目的巨塔一隅，因

3C產品重燃生命力的癱瘓者、患者家屬的消極逃離、或是醫者自身驚心動魄的輪值生

活，時快時慢的筆調，正如醫師們日夜顛倒，毋顧作息的駐診觀察；「靜靜的生活」

是記錄生活中所見所感。

從醫學生、實習醫師、以至住院醫師，迄今已為一位專科醫師的吳妮民，將累積

十多年的習醫史與感知經驗，細細爬梳成個人卓絕的「私房藥」，是本能療癒人生隱

疾的散文

繪 本 童 書 園

介紹本館多元文化資源區之印尼、緬甸、越南、泰國的影片及音樂館藏。透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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