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書展

■ 播放場次：4/20(日) 下午2:00起

■時間：4/2～4/15

■時間：3/12～4/27

湛藍‧海洋家園

一代宗師 The grandmaster

■地點：4F 雙和藝廊

■地點：1F 臺灣歷史走廊

■時間：3/4～5/4

片長130分

李坤錫，自號昆布（書法落款），又號三刀（篆刻

臺北市重慶南路是一條政經樞紐之路，也是一條充

和瓷畫落款），皈依名德靖（佛教書畫落款），畢業於

滿故事的道路。這裡書店林立，文人聚集，盛產文字與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本片為導演王家衛史詩武俠鉅作，獲得2013年金馬獎5項大獎，包括
最佳女主角、最佳造型設計、最佳美術設計、最佳攝影、最佳視覺

海洋是所有生物的故鄉，71%的地球表面被海洋覆蓋；

效果。故事以南北武林為背景，從民國初年到解放後橫跨半個多世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系，現在就讀臺北市立大學

思想，曾經是全世界華文圖書出版最重要的街道。本次

而我們生活的臺灣島四面環海，海洋在我們的生活中佔據著

紀，以詠春拳高手葉問赴香港收徒之後為開端，講述各路武術內涵

（原

「思想，重慶南路」特展由本館與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

至關重要的地位。舉凡有關海洋的歷史、文明、生態及政策

中心合作，透過數位典藏開啟時間之門，重溫過去重慶

等都是身為海島人民必須關注的課題，希望藉由此次書展，

南路各家出版社與圖書流通的種種細節。邀請所有愛書

讓民眾能知海、親海、愛海、護海，進而「縱橫四海」。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視覺藝術所。這次展覽，主

要是陶瓷繪畫為主，佛教書畫為輔．
在一次參訪機會下，由臺藝大曾子雲老師和王琮民
絹作品，瓷製品在停筆的同時不會知道成敗，還要經烈火焠煉才能見真章，因此合

特展講座

乎大滌子石濤”一筆論”：從開始到結束都是一筆而就，停筆之後是不能再修改，

創意、策展與編輯力─我們如何「思想，重慶南路」

此瓷畫更有一些藝術的不確定性，而更加有趣。

藝到筆隨—劉秀美油畫個展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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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前來，讓我們一起再重新溫習重慶南路的故事！

主題電影院《名家大觀—香港導演陳可辛》

學長指導，以嘗試以釉下彩來書寫和繪畫陶瓷作品而喜歡這類媒材創作。不同於紙

因為要交給火神祝融的昇華，若需修改變動寫法或畫法，只能用在下一件作品。因

■ 播放場次： 14：00起／ 16：30起 ■ 地點：1F 簡報室
04/03(四)
投名狀
The warlords

曾偉綾（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助理、本展策展人）
■時間：4/9（三）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自幼於南台灣出生、成長，對於田園風光特

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先覺者筆下的兒童文學特展

有獨鍾。十餘年來全力投入風景寫生與大自然對
話，一心嚮往那怡然自得的田園生活，想像自己

■時間：4/1～7/27

如五柳先生般過著「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地點：5F 特展室
本館自1915年開館以來，兒童文學圖書

青少年主題書展
「熊」愛臺圖—追尋熊的蹤跡

04/17(四)
海闊天空
American dreams
in China

■時間：3/4～6/1
■地點：3F 青春閱讀區

與相關文獻的蒐集及典藏，向為重要的特色

世界上的熊包括大貓熊、北極熊、台灣黑熊、大灰

之一。除典藏有世界兒童文學名著選集及其

熊…等都屬於熊科。在所有動物之中，熊算是最討喜的動

圖書館大探索集點抽獎活動

日文譯本，日本與鄰近國家或臺灣兒童文學

物之一，是卡通人物的要角，動物園和馬戲團的嬌客，有

圖書外，另包括各地的民間傳說故事、童

時也被當成寵物飼養。臺灣圖書館裡有熊嗎？圖書館的館

■時間：4/1（二）9:00～6/29（日）21:00

詩、童話、童謠等圖書資料，並設置有兒童

藏中有多少關於熊的資料呢？103年3月至5月歡迎大家蒞

■集點辦法：回答或參與本季題目或活動，每項完成後可得1或2點，集滿規定點

室(閱覽室)。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相關館

臨書展，一起追尋熊的蹤跡。

同時也將其轉化成生命中耐人尋味的痕跡，一一烙下在永恆的時空裡。

改編，故事展開於兩江總督馬新貽竟於就職典禮上遇

片長126分

刺身亡，引出三位結義兄弟在動盪大時代改造命運的
史詩傳奇！

一雙兒子生活在一處偏遠的小村莊，卻被捲入一樁離
奇的命案。捕快徐百九(金城武)是一位「武癡」，在

片長115分

查案的過程中，迫使劉金喜面臨和七十二地煞教主(王
羽)的生死對決，……。

■地點：4F 雙和藝廊

的日子，平時常用手中畫筆把週遭所見事物，以情感宣洩的筆觸，傳達於作品上，

本片根據家喻戶曉的歷史紀實、滿清四大奇案－刺馬

俠客劉金喜(甄子丹)隱姓埋名，與妻子阿玉(湯唯)和

04/10(四)
武俠
Wu xia

■時間：4/18～4/30

為喜好與熟悉，尤其是斑剝老舊的景物，更加情

影片欣賞

「思想，重慶南路」特展

展覽

大瓷大杯—李坤錫瓷畫個展

陳可辛監製與導演，延續《甜蜜蜜》、《如果‧愛》
以寫情見長的大時代史詩背景，講述80年代三位大學

片長109分

好友一起創辦全中國最大英語連鎖培訓學校的熱血奮
鬥故事。黃曉明、鄧超、佟大為主演。
1995年的北京，讀電影的林見東遇上了在歌舞團表演

04/24(四)
如果‧愛
Perhaps Love

的孫納；男的想當導演，女的希望走上銀色的璀璨大
螢幕前。兩人寒微時相識相知，這種相愛的感覺，深

片長115分

深烙印在林見東的心裡，他深信孫納就是他生命中的
摯愛……。

藏多因轟炸而付之一炬。近年來，本館積極

57、214(直)、綠2、橘2、板橋基隆線在捷運永安站下車(中和路)

恢復相關館藏，並加強蒐集臺灣近代民族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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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一~六年級學童(7~12歲)、持有本館個人借閱證讀者：

動先覺者相關文獻資料。本次特展，除將展示本館相關特藏圖書，如當時官方所推動

5在中安街站下車(中安街)

(學習單領取及投入地點：本館親子資料中心一樓服務臺)

的兒童文學或在臺日人創作的兒童文學外，也將展示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先覺者，如王

國、高中職學生(13~18歲)、持有本館個人借閱證讀者：

詩琅、翁鬧、莊松林、黃得時、蔡培火、楊守愚、楊雲萍、楊逵、張文環、張我軍、

(學習單領取及投入地點：本館二樓服務臺)

廖漢臣、連溫卿、賴和等人筆下所嘗試展現的兒童文學。

數可參加抽獎。
■參加對象：

■得獎公布日期：7/8（二）(公布日期如遇休館或國定假日則順延一日。)
■領獎說明：每人限領一份獎品，本館保留更換題目及獎品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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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您依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成年親友陪伴觀賞！ ：未滿12歲之兒童不得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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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週三△上半場15：00-15：30

時間：4/19（六）15：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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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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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自由參加（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4/02（三）△▽ 新月黑熊 & 延伸活動 / 源源 阿姨
4/09（三）△▽ 月亮，生日快樂 & 延伸活動 / 麗容、素娥 阿姨
4/16（三）△ 寶貝熊：小小臺灣黑熊的城市冒險 / 琬妤 阿姨

普

▼ ▼

▽ 黑熊媽媽的母愛 / 寶英阿姨
4/23（三）△ 森林大熊 / 麗貞阿姨▽ 睏得不得了的熊 / 信美 阿姨
4/30（三）△ 大熊撿到三個蛋 / 繼英 阿姨▽ 小熊皮寶 / 素燕 阿姨

終身學習系列講座
國中教育會考如何選填志願

臺灣學系列講座
臺灣山區交通的遞嬗－從1870年代談起

李慶宗（成功高中校長）

鄭安晞（國立中興大學、暨南大學歷史學系

■ 時間：4/19（六）10：00-12：00
■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 報名專線：0800-033-088

十二年國教即將上路，學生或家長要如何選填志願，以免
高分無法進入理想中的學校就讀；教育部規畫三階段學生志願
選填試採暨輔導管理作業系統，為使學生或家長能順利上網進
行志願選填，可以瞭解每校及個人第一志願有多少人數選填，本館安排講座邀請成功
高中校長來館輔導，歡迎有興趣的老師、學生及家長蒞臨聽講。

時間：4/12（六）14：00開始放映

視障者卓越人才專題系列講座

限，僅提供64位取號者入內觀看。

本次活動邀請國內視障卓越人才講述成長、求學與工作等豐富人生經歷，透過經

羅雷司是個極力保護樹木的森林守護者，卻遇上一
個叫「萬事樂」的年輕創業家，為了賺錢不惜砍伐當地

驗分享方式鼓勵視障者社會活動參與，亦促進社會大眾對於視障者需求之重視。

所有森林。幾年之後，世界上已看不到任何樹木，良心

逆光築夢 逐夢飛翔

發現的萬事樂，給了一個名叫泰德的小男孩一顆毛樹種子，希望能透過小男孩的
手，讓消失的森林重新出現在地表上。本片改編自1971年暢銷童書，以詼諧有趣

■ ■

怪獸大學 片
 長110分鐘 普
時間：4/26（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在【怪獸電力公司】電影中，業績最好的毛怪與搭
檔大眼仔也曾有輕狂的少年時期。這對絕佳拍檔第一次
見到彼此, 是當年剛進入「怪獸大學」的時候。每個怪

■ ■

兒童主題圖書展 熊熊物語
時間：4/1～4/30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 2F
繪本故事裡的大小熊熊們和人類的膚色一樣，也
有著黑、白、黃…等不同顏色。牠們除了外表不同、
身高體重不同，在國內外多位繪本作家的筆下，也呈
現出多種豐富、有生命力的故事。本月親子資料中心
以熊熊們為題，精選30本館藏好書，歡迎親子一起到
館來欣賞這些精采的繪本故事喔。

原住民接觸。約從1918年開始，日本逐漸以修築「理蕃道路」取代「隘勇線」；官方
透過「理蕃道路」深入蕃社(部落)，進行行政、教育、衛生、經濟等方面的實質「理
蕃」。本次講座將藉由豐富的田野故事、地圖與照片等，帶讀者一窺臺灣山區交通歷
史的發展軌跡。

■ 地點：B1國際會議廳

■ 時間：4/2（三）14：00-16：00

視界有光 前景無限

■ 地點：4F 4045教室

朱芯儀
（國內首位通過高考全盲諮商心理師）

作為一個行醫十多年的美國脊骨神經醫學醫生，看待
人類健康的角度，是從脊椎開始。因為世界上最神奇的力
量之一，是人體的自癒力，而其關鍵就在脊椎。既然身體

■ 時間：4/27（日）14:00-16:00

有自癒力，為何有人會長病不癒呢？脊骨神經醫學將影響

■ 地點：1F 簡報室

健康的因素，歸納為結構、化學、情緒三種。而結構（人身上摸得到的實體）即以脊

培育嚇人技巧的最高學府，當時的大眼仔是個還戴著牙

眾進場，現場備有視障者保留席，敬請禮讓

受大眼仔與毛怪的搞笑魅力!

前後共修築了8條通往東部後山的道路，也將原住

李啟銓（本書作者）

1.本 次活動對象以視障者為主，亦開放一般民

本月第二場親子影片欣賞將播映這部有趣的動畫電影，歡迎您一起到館來感

後，清朝遂行「開山撫番」政策；截至1895年前，

■ 時間：4/20（日）16:00-18:00

掌握嚇人技巧，而「怪獸大學」就是在怪獸世界中一所

兩人的相處與磨合，卻變成緊密不分的好友…。”

界」，阻隔著不同文化的人群。「牡丹社事件」

與作家有約
《活化自癒力的脊骨神經醫學》

注意事項：

囂張。一開始這對歡喜冤家完全不能忍受彼此，但隨著

丘陵間似乎有著一條隱約、卻又真實存在的「蕃

黃裕翔（第49屆金馬獎 年度臺灣傑出電
影工作者獎得主）

獸並不是天生就會嚇人，他們也需要上大學進修，才能

套的書呆子，而毛怪則是仗著爸爸的大名氣在學校表現

1870年代之前，臺灣山區原住民區域與平地

離與包圍出國家可控制的範圍，留下許多隘勇線；南部則以較和緩的「理蕃政策」與

台領取號碼牌，活動前15分鐘依序入場；因場地座位有

到館欣賞，跟著羅雷司一起愛護我們的生態環境喔!

■ 地點：4F 4045教室

作為前往東部探險的捷徑。隨後因探險失利，中、北部改採「隘勇線推進」方式，隔

活動當日下午13：00開始可至1樓親子資料中心櫃

本月第一場親子影片欣賞為您帶來這部關懷環保的動畫電影，歡迎親子一起

■ 時間：4/12（六）10：00-12：00

民捲入了以漢人為主的大時代歷史中。日治初期，官方持續利用「開山撫番」道路，

地點：1F 簡報室

的方式呈現環保議題，是一部寓教於樂的電影。

兼任助理教授）

視障者優先進場。
2.視障機構或視障者團體報名達3人以上，本館提供大臺北地區單一定點租車接送服
務（請於活動5日前告知）；亦歡迎視障朋友搭乘捷運至永安市場捷運站，由專人
陪同導引至本館。
3.團體報名租車接送服務：02-29266888 分機2113 / 趙小姐
活動當日到館導引服務：02-29266888 分機2101 / 視障資料中心服務櫃檯

椎為首要。當脊椎關節錯位，包覆其中的中樞神經系統隨之運作失調，訊息傳遞的功
能就被干擾了。中樞神經系統無法正確接收從生病部位回傳的訊息，也無法傳遞支配
身體各器官的指令，於是造成自癒力無法準確地復原我們的身體。
如果將錯位的關節予以歸位，復原其活動性，減少對肌肉、韌帶及神經的刺激，
並改善內臟的能量和新陳代謝，同時清除心理累積的情緒包袱之後，自癒力就能發揮
它「萬能醫生」的最高效率，療癒疾病。
運用這個原理，筆者幫助了不少患有所謂不明原因的疑難毛病或各種症狀的民眾
重拾健康，並使生命更加燦爛。從脊椎，我們的確可以尋回生命的春天。

講座

地點：B1 樂學室

故事帶領者：本館第一組閱讀志工

親子影片欣賞
羅雷司The Lorax 片
 長86分鐘

故事童樂會 大黑熊．小故事

親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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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童書園 世界冠軍丹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