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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電影院《經典重現—永懷奧黛麗赫本》主題影展
■播放場次： 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02/06(四)

第凡內早餐
Breakfast at 
Tiffany’s

嚮往上流社會的鄉下女孩荷莉，在大城市搖身一變成

為穿梭於名流之間的交際女郎。她喜歡在第凡內珠寶

店外吃早餐解悶，希望有天能飛上枝頭，彷彿美好的

夢想都能在第凡內珠寶店裡實現……。

片長114分 
數位修復版

02/13(四)

龍鳳配

Sabrina

一個私人司機的女兒沙賓娜從巴黎學成返家後，欣然

發現自己暗戀已久卻花名在外的雇主的次子，竟然對

蛻變的她展開猛烈的追求。而雇主深思熟慮的長子發

現自己竟然也悄悄地愛上沙賓娜……。

片長114分

數位修復版 

02/20(四)

甜姐兒

Funny face

美國時尚雜誌總編輯梅姬想要尋求一位女郎作為雜誌

的代言人，攝影師迪克偶然中發現了一位書店店員喬

伊非常清秀可人，希望以巴黎之行說服喬伊參加模特

兒工作，兩人合作完成許多作品，也發展出不一樣的

關係……。

片長103分

數位修復版 

02/27(四)

羅馬假期

Roman holiday

本片敘述公主例行性的進行各國親善訪問時，因不耐

繁文縟節的皇宮生活，渴望有趣平凡的日子，於是悄

悄地偷溜出去在羅馬逛起大街，並意外地邂逅了一名

記者……。

片長117分

數位修復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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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放場次：2/16(日)下午2:00起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戀戀大吉嶺 Barfi!  

片長151分

本片獲2013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故事內容描述一個聰明的男

孩巴飛（印度影帝南比爾卡普飾演），雖然開朗有人緣，卻有著不

能講話的缺陷。巴飛和一般人一樣、都在尋覓著人生中的真愛，一

度以為自己找到了，卻在遭受到考驗的時候，認清了愛的本質並非

虛華之美、而該是堅貞之信。 

★週四主題電影院同片連播兩場，請依下列時間憑【入場號碼單】入場。第一場13:45開放進場、

13:55開放候補進場、14:00開始播映；第二場16:15開放進場、16:25開放候補進場、16:30開始

播映★

★ 【入場號碼單】2場共128張，每週四開館後於二樓視聽櫃臺發放。請憑個人借閱證領取，每人

限領二張。若號碼單遺失，請依規定時間候補入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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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藝風華─館藏裝幀形式展  

■時間：即日起～2/27

■地點：5F 特展室

裝幀到底是什麼？

你手中的這整本書的樣子，就是經

過裝幀設計的結果！

封面是，封底也是，書衣是，書腰

帶當然也是。所以「裝幀」一詞，是指

圖書的設計，通過設計將有關書的各種

元素結合在一起。

這個名詞在20世紀初期開始被廣泛的使用。

通過這個展覽，我們挑選館藏裡中式、和式及西式書籍設計的珍品，邀您一起來

趟裝幀的藝與美旅程…

大展身手─館藏舊籍體育運動類書展
■時間：即日起～2/23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體育」係指透過身體的活動來達到教育目的，

屬於教育的一環；「運動」則以競技居多，屬於文化

的一部分。戰前臺灣民眾的身體活動偏重農務或民

俗、宗教活動，僅西方教會學校較重視學生的體育活

動。

之後，總督府透過體育課、運動會、收音機體操

等學校體育，使民眾養成健康和衛生之觀念，配合解

纏足等女子身體解放的潮流、各種體育團體的推廣，

以及交通條件陸續整備，為臺灣體育活動塑造良好的

發展環境，棒球等各項體育運動蓬勃發展。至於相

撲、劍道、柔道等日本武術活動，雖傳入臺灣，但未

見普及。

此外，隨著體育活動的興盛，各種體育雜誌陸續發刊，美津濃等體育用品品牌，

當時已十分知名。至於競技運動的發展，戰前臺灣培養多位優秀的體育選手，在各項

運動賽事中創造亮眼的成績。本次館藏舊籍體育運動類書展旨在透過爬梳各項體育活

動的發展，讓讀者認識庶民生活精彩的面貌。

美的學習—帕奇藝術創作展
■時間：2/11～2/26

■地點：4F 雙和藝廊

帕奇(Punch)是一個熱愛創作藝術的團

體，這是由李麗娟老師所指導學員和小朋友

一起展出的藝術作品創作展，這群小朋友從

平日的觀察，以及在畫室裡聽老師說故事，

創作出美麗的藝術作品，學習以不同的角度

看世界和生活，發覺自我、身旁以及藝術之

美，讓大家能有美的覺醒和美的智慧。本次

展覽作品包括有水彩、素描、漫畫、水墨、

捏塑、炭筆畫、書法、撕貼畫及版畫等，作品非常多樣化，也歡迎對兒童藝術有興趣

的民眾前往觀賞指教。

寒假好書加倍借
■時間：1/2～2/27

■活動對象及收費方式：社會大眾，免費

為使讀者於寒假及春節連續假期期間能細細品味書香，自1月2日起至2月27日

止，凡持本館個人借閱證借閱圖書者，每張證借閱冊數由原來5冊提高至10冊，借期

仍為30天，歡迎讀者多加利用。

2014新春悅讀福袋來
■時間：2/5（三）

■地點：1F 流通櫃臺

■活動對象及收費方式：社會大眾，免費

2/5到館借閱圖書達5冊之前100名讀者，可獲得本館文

創商品—新春悅讀福袋1份。（共計100份，每張借閱證限

領1份，送完為止）

一、申請時間：即日起～3/31

二、 收件方式：請親送或郵寄至本館（國立臺灣圖書館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85

號，收件人請註明企劃推廣組申請104年雙和藝廊1-6月展覽檔期）。

展覽申請表，請洽本館服務台或網站下載。

展覽檔期事宜洽詢企劃推廣組余小姐29266888分機5405。

主題書展

2013開卷好書獎‧圖書館聯展
■時間：即日起～3/2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今年開卷好書獎‧圖書館聯展共有四大獎項，分別為：

（一）年度好書‧中文創作：計10本圖書。

（二）年度好書‧翻譯類：計12本圖書。

（三）美好生活書：計10本圖書。

（四）最佳童書、青少年圖書：計10本圖書。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蒞臨閱讀。

青少年主題書展　　

青少年電影原著小說
■時間：即日起～3/2

■地點：3F 青春閱讀區

大螢幕上的電影固然引人入勝，電影背後的原著作品更有

一番截然不同的魅力。不論是同時比對小說和電影，賞析兩者

在相同情節之下，導演和原作者不同的呈現方式；或者，比較

電影與原作在劇情、細節上的處理方式之異同等，皆能享受不同的樂趣。

本次書展特為青少年規劃電影原著小說主題，展出圖書包括「少年Pi的奇幻漂

流」、「哈利波特」、「飢餓遊戲」……等，希望能夠透過電影的魅力，吸引青少

年認識原著小說，並進而領略閱讀原著的樂趣。

104年上半年度雙和藝廊展覽檔期申請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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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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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名： 北海鯨奇（片長76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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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觀賞）

■時間：2/8（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  活動當日下午13：00開始可至1樓親子資料中心櫃

台領取號碼牌，活動前15分鐘依序入場；因場地座

位有限，僅提供64位取號者入內觀看。

■  本片僅瑞典語發音，附中文字幕，建議由家長陪

同欣賞。

<<北海鯨奇>>榮獲瑞典馬爾默國際兒童影展-最佳兒童影片，以及2012柏林

影展Kplus競賽片。內容描述一個住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的小男孩米克，非常喜歡

鯨魚和畫畫，也常常聽到鯨魚迷路的聲音。因緣際會之下，他搬到姑姑住的小社

區，並在當地求學。米克從一開始的抗拒與不適應，到後來結交許多好友，生活

中開始充滿許多有趣的冒險經歷。

本月親子資料中心為您推薦這部關於友誼、勇氣和迷路鯨魚的冒險故事，歡

迎親子一起到館欣賞喔。

親子影片欣賞

故事童樂會 聽故事時間兒童主題圖書展 美好生活在臺灣
■時間：1/2～2/27 

■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 2F

本月親子資料中心搭配2014年度臺北國

際書展「美好生活」主題，精選60本館藏好

書，內容包括與臺灣的美食、人文風情相關

的精彩圖書，以及一系列兒童繪本創作。歡

迎親子跟著圖書館的腳步，一起品閱臺灣的

美好生活。

終身學習系列講座

與健康有約！驚人的人體自癒療法 
黃木村（隋代養生功法傳人）

■時間：2/15（六）10：00-12：00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你照顧身體1天，身體就會照顧你7天！

啟動人體「神奇自癒力」的關鍵就在

於：「哪裡的器官有問題，就運動哪裡！」

看似簡單的轉手、提肛、縮小腹、動腳

踝……等動作，卻具有刺激穴道、活絡筋

脈、按摩臟腑的功效，氣血通了，全身阻滯

都消散，代謝機能被活化，免疫力自然大大提升！

1次1個動作，每次3分鐘，每天做5回，輕鬆照顧全身7大部位，啟動5大免疫腺，

讓你輕從此脫最讓人困擾的50個常見病症！

主題：茶香滿山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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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

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 2/05（三）△  山伯伯的下午茶 & 延伸活動 

/ 繼英 阿姨

▼ 2/12（三）△ 來喝下午茶的老虎 / 素燕 阿姨

            ▽ 會說話的茶壺 / 琬妤 阿姨

▼ 2/19（三）△ 美味的下午茶 / 信美 阿姨 ▽ 森林深處的茶會/ 寶英 阿姨

▼ 2/26（三）△ 奶茶好好喝 / 麗貞阿姨 ▽ 和甘伯伯去遊河 / 春梅阿姨

臺灣學系列講座  

1895年臺灣割讓與臺灣命運的轉折

黃秀政（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續修臺北市志》總纂）

■時間：2/8（六）10：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1895年清廷因甲午敗戰，被迫割讓臺灣予日本。臺灣住

民由於即將面臨異族的統治，反對最為強烈，曾成立「臺灣

民主國」，自力商結外援，以抵抗日軍的入侵，但終究未能

挽回割讓的命運。臺灣住民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之下，或起而

武裝抗日，或內渡或退隱，或擔任「協力者」或做順民，或

從事政治社會運動。1937年7月，中日盧溝橋事變的爆發，

臺灣住民更被迫納入「戰時防衛體制」之下，成為日本帝國

發動侵略戰爭的工具。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之下，臺灣住民百般無奈，處境艱困。

1895年的臺灣割讓，不但牽動臺灣和中國大陸的分合，也改變臺灣的命運，影響

臺灣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文化的發展。就政治方面而言，割臺使原先為清朝一個省

份的臺灣，從此成為日本帝國的第一個殖民地，而臺灣住民乃從大清帝國的臣民成為

日本帝國殖民地的住民。就經濟方面而言，割臺改變臺灣農、工、商各業的發展，其

中農、商兩方面的發展尤為顯著。就社會文化而言，割臺對原已相當內地（中國）化

傾向的社會文化，亦帶來極大的衝擊；日本殖民末期，臺灣總督府實施戰時體制，積

極推動「皇民化運動」，更左右了臺灣社會文化的走向，加深了臺灣與中國大陸社會

文化的分歧。

與作家有約

《健走功》適合現代人的氣功健走，每天30分鐘，走

出好健康

湛若水（本書作者）

■時間：2/26（三）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健走功》健走功動作簡單卻蘊含深厚哲理，是

健走運動的進化版。我們可以說它是一種生活氣功，

不受場地限制，且能應用廣泛，還可延伸變化為健走

樁、原地踏步健走功，無論步行、站立、搭公車，上

班、居家都可以練習。  

您只要每天只要練習三十分鐘，持之以恆，在短

時間內就能健步如飛，健康靈活，讓你越走越年輕。

■時間：2/15（六）14：00-17：00

■ 故事帶領者： 蘋果甜甜圈二人組

　　　　　　　(童心故事團團員)

■地點：B1 樂學室  

■ 自由參加（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本月親子資料中心為您邀請童心故事團的蘋

果甜甜圈二人組，以【戀戀臺灣古早味】為題，

為大朋友、小朋友帶來臺灣兒謠、繪本故事“好

寶貝”的演出，以及臺灣在地特色介紹、紙製竹

蜻蜓DIY等相關親子活動。歡迎家長帶著小寶貝

們一起到圖書館，和我們共度愉快的寒假喔!

親子繪本講座 戀戀臺灣古早味 

喜閱臺灣漂書小站
■時間：即日起 ■地點：1F

打開一本書就可以開啟一個世界！生

活，因分享而更美好。

國立臺灣圖書館與臺灣漂書協會邀請愛

書人一起參與「漂書」活動，讓書本去旅

行，重拾閱讀與分享的感動，讓更多書籍在

臺灣、世界各地漂流，知識得以分享與傳播，

歡迎大家一起帶著好書加入漂書的行列，把書香和美好流傳到世界各地。

什麼是漂書？

「漂書」源於歐洲，旨在分享與互動。愛書人把自己已閱讀的書在「放

漂」到公共場所前，會先貼上提示的書籤，鼓勵取到書本的人在閱讀後，繼

續以同樣方法把書本再次「放漂」，讓其他人能取閱，也就是放自己喜歡的

書漂流，讓書籍遇見更多知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