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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電影院《童心看世界》
■播放場次： 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電影放映及分享活動  分享人：導演黃嘉俊及「睏熊霸」樂團

5/1(四)

南方野獸樂園
Beasts of the 
southern wild

本片獲日舞影展評審團最佳劇情片獎。故事敘述五歲

小女孩荷西和父親過著與世隔絕的困苦生活卻自得其

樂。然而全球暖化造成末日將至，荷西能否以其信念

修補大自然的裂痕……

片長93分 

5/8(四)

大象與男孩 

Sunny et 

l'elephaant

孤兒桑尼最大的夢想就是成為能獨當一面的馴象人，

然而在森林伐木工業沒落，馴象人與大象失去工作之

際， 桑尼發現有集團打算利用象群從事不法行業，因

不忍心象群即將遭受利用, 桑尼決定反抗……。

片長92分 

5/15(四)

奇蹟

I wish

小學六年級的航一，因為父母離異，和弟弟龍之介分

居南北兩地。航一深信著一個傳說，因此開始和弟弟

密謀一樁驚天動地、卻感覺有點不太可靠的「奇蹟計

畫」……。

片長129分 

5/22(四)

爸媽不在家

ILO ILO

本片為2013金馬獎最大黑馬和贏家。頑皮的家樂十分

排斥家中新請的女傭泰莉，剛開始常常欺負她，然而

在父母很少關注家樂的情形之下，家樂對泰莉慢慢累

積了一種信任與依賴……。

片長100分 

5/29(四)

非洲奇幻之旅

Magic journey to 

Africa

一個充滿想像力又勇於冒險的女孩，在西班牙街頭邂

逅一名神秘的非洲男孩。夜深人靜之時，小精靈帶領

她進入神奇的非洲境地，和男孩展開一場驚險刺激的

奇幻冒險旅程……。

片長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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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放場次：5/18(日) 下午2:00起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一首搖滾上月球 Rock Me to the Moon 

片長115分

六個平均年齡超過52歲，來自不同的家庭背景的老爸組了一個超齡

的大叔搖滾樂團叫《睏熊霸》，還和年輕人一起站上海洋音樂祭表

演舞台，每個人家裡都有罕見疾病的孩子，除了工作照顧孩子連睡

都睡不飽，還要來學樂器練團，看起來彷彿和當年人類要登上月球

一樣困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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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語留聲─館藏舊籍語言類書展

伊琪繪畫師生聯展  

102年國立館所文創商品設計比賽得獎作品巡迴展  
生命之河─臺灣生命教育的歷史軌跡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古蹟藝術修護學系99級教學成果展 

■時間：5/27起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1895年以前，臺灣流通的語言主要包含漢人所使用的福

佬話、客家話、北京官話以及原住民各族的語言。1895年

以後，基於統治的需要，殖民政府在臺推動日語教育，亦鼓

勵在臺日人學習臺語，官方與民間均出版日語教本和語言

教學參考書供民眾自修，而臺灣多元的語言環境和豐富的

語料引起語言學者的興趣，小川尚義等學者完成多部重要的語言學調查和研究成果，

期刊《語苑》則因發行期長、編輯群網羅語言學者，成為日本統治時期最具代表性之

語學刊物。此外，通譯因應時代需要而成為新興職業，臺人通譯則因較常接觸官方，

其中，有一些人成為社會領導階層。本次館藏舊籍語言類書展旨在透過介紹語言類館

藏，讓讀者認識臺灣豐富的語言文化。

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先覺者筆下的兒童文學特展
■時間：4/1～7/27

■地點：5F 特展室

本館自1915年開館以來，兒童文學圖書與相關文獻的蒐集及典藏，向為重要的

特色之一。除典藏有世界兒童文學名著選集及其日文譯本，日本與鄰近國家或臺灣

兒童文學圖書，另包括各地的民間傳說故事、童詩、童話、童謠等圖書資料，並設

置有兒童室(閱覽室)。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相關館藏多因轟炸而付之一炬。近年

來，本館積極恢復相關館藏，並加強蒐集臺灣近代民族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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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如當時官方所推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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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漢臣、連溫

卿、賴和等人筆下所嘗試展現的兒童文學。

主題書展 一次搞懂電子商務
■時間：5/6～5/30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網路興起之後，電子商務成為全球企業的一級戰場，其中雲端商務發展最為成功

的例子包括Google和Amazon；而隨著智慧型裝置、行動上網技術的普及，行動商務已

成為重點發展趨勢，專門提供行動商務App建置的新興業者崛起；網路行銷則影響企

業的能見度及消費者對企業的認知。

除了大企業外，因網路而起的創新商業模式也已全面滲透我們生活每一處，包括

公司營運管理、個人創業模式、生活娛樂……等。此次書展集結電子商務中有關雲端

商務、行動商務及網路行銷主題之出版品，透過書展讓讀者瞭解電子商務之全貌，並

共同參與這場延伸全球的電子商務革命！

青少年主題書展　　

「熊」愛臺圖—追尋熊的蹤跡
■時間：3/4～6/1

■地點：3F 青春閱讀區

世界上的熊包括大貓熊、北極熊、臺灣黑熊、大灰熊…等

都屬於熊科。在所有動物之中，熊算是最討喜的動物之一，是

卡通人物的要角，動物園和馬戲團的嬌客，有時也被當成寵物

飼養。臺灣圖書館裡有熊嗎？圖書館的館藏中有多少關於熊的資料呢？103年3月至5

月歡迎大家蒞臨書展，一起追尋熊的蹤跡。

■時間：5/3～5/18

■地點：4F 雙和藝廊

毛毛畫派，小藝術家養成術，始祖：伊琪繪畫。我

們是一群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

學系研究生，共同經營的一個走文青路線的藝術家工作

室。常常大雨滂沱，非常寒冷的天氣，看到學生一個個

魚貫進入工作室，我就很受感動就為了來畫畫，我們也

時不時會在自己的工作室，舉辦新生代藝術家的展覽。

因此，「當代藝術」是我們傳遞給小藝術家們的美感經驗和訓練。

■時間：5/14～6/7

■地點：1F 大廳

「102年國立館所文創商品設計比賽」經過長達五個

月的時間徵選評審的過程，得獎作品將展開為期兩個月的

全臺巡迴展，首站於本館一樓大廳展出，現場亦有抽獎活

動，期待民眾共同欣賞臺灣新星們的創意作品，給予支持

與鼓勵。

■時間：5/27～6/29

■地點：1F 臺灣歷史走廊

臺灣是一個多元族群融合的社會，而世界宗教

博物館是世界上第一座生命教育體驗館，創立跨文

化、跨越信仰藩籬的交流平臺，「在生命之愛‧愛在臺灣」－「生命之河－臺灣生命

教育的歷史軌跡」巡迴展中，我們看到臺灣有許多無私奉獻的生命典範對士、農、

工、商貢獻卓著，他們的大愛像「珠玉之網」般交織成為臺灣的生命光譜，透過與這

些生命典範超越時空的對話，希望引出人們內在的善德種子，互為影響而產生真、

善、美、聖的陶冶變化，讓愛永恒流傳。

■時間：5/21～6/1

■地點：4F 雙和藝廊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於千禧年設

立，設立目的在於臺灣區域文化特質之研究與保存，

以傳統藝術技藝傳承、資料保存及研究等項目為主

軸。 此次展出內容包括「古建裝飾藝術」及「調查成

果」。展出作品以古建裝飾藝術為主，分成木雕、彩

繪、交趾、剪黏四項原尺寸製作展示。資料調查出版

部分，則為國內該領域之先驅，本次調查對象為新竹縣關西豫章堂羅屋針對其裝飾

藝術進行完整的紀錄，以做為寺廟藝術推廣之重要參考資料。

古蹟系無論在技藝傳承、典故研究、圖稿收集或是資料建立上，無形中累積了

臺灣重要古蹟的文化資產並建立完整的體系。在「世守」、「勿替」信念的堅持

下，將薪傳之火更顯光輝。

圖書館大探索集點抽獎活動  
■時間：4/1（二）9:00～6/29（日）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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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點可參加抽獎。

7/8（二）公佈得獎名單。參加者須本館個人借閱證讀者，每人限領一份獎品。

■學習單領取及投入地點：

國小1-6年級學童（7~12歲）：親子資料中心1F 服務檯

國、高中職學生（13~18歲）：2F 服務檯

中和新蘆線永安市場站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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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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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銀島  片長95分鐘  

■ 時間：5/10（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本片根據著名童話故事「金銀島」改編而成，劇情

描述15歲的「吉姆」無意中被一張記錄了海盜藏匿寶藏

的星際藏寶圖絆倒，因而開啟了一場追逐寶藏傳說的奇

幻歷險。從小嚮往海盜尋寶歷險的吉姆，隨著太空船出

航尋寶，卻萬萬沒想到共患難的船員們各個心懷鬼胎，尤

其是吉姆的良師益友-半人半機械的廚師「約翰」，更是意圖奪寶的主謀。隨著

太空星際的風暴襲擊，加上伺機叛變的船員，吉姆能找到寶藏嗎？…

本月第一場親子影片欣賞為您帶來這部關於冒險刺激的尋寶之旅動畫，歡迎

親子一起到館欣賞喔。

追夢小海豚  片長88分鐘  

■ 時間：5/24（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追夢小海豚》改編自暢銷全球同名小說「The 

Dolphin：Story of a dreamer」，自1966年出版以來，

被譯超過四十種語言，在全球銷售超過15百萬本。劇情

描述一隻有夢想的海豚丹尼爾，因為熱愛衝浪所帶來的

自由感覺，讓他的生活更加豐富多采，也多了和海洋之

間更深、更特殊的一種聯繫。

本月第二場親子影片欣賞將播映這部精采的動畫電影，歡迎親子一起到館欣

賞，陪著海豚丹尼爾一起乘風破浪、追逐夢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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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

普

親子影片欣賞

故事童樂會 魚兒魚兒海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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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7（三）△ 小黑魚 / 源源 阿姨 

　　　　　　▽ 神醫海立德來了 / 春梅 阿姨

▼ 5/14（三）△▽ 大海、海少年 & 延伸活動 / 

　　　　　　　　 麗容、素娥 阿姨

▼ 5/21（三）△ Swim! Swim! / 琬妤 阿姨 

　　　　　　▽ 彩虹魚的海底冒險 / 寶英 阿姨

▼ 5/28（三）△ 小鯨魚要回家 / 麗貞 阿姨 ▽ 海鷗莎曼莎的涼鞋 / 繼英 阿姨

臺灣學系列講座  

近代臺灣動物文化史：以臺北圓山動物園為主的探討

鄭麗榕（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時間：5/10（六）10：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公共動物園被引入臺灣的歷史才僅一世紀之

久，但在這短短的百年之間，它的樣貌已歷經多重

改變。1910年代起臺北動物園本是總督府博物館下

的一支，後移入圓山成為都市公園的一角，再後是

遊樂園與動物表演的娛樂場，到1980年代下半加入

學校校外教學輔助場域的功能，並利用物種的保存

基地（「方舟」）口號建構自我的存在意義。而在

經營主體上，臺灣的公共動物園多以市級公立機構的形式經營，20世紀初是作為帝國

（國家）或地區城市的文明設施，園中動物成為市民的共同寵物；而在1970年代起受

全球環境政治影響，動物園組織集團化，知識交流頻繁，動物的飼養、登錄、繁殖、

交換等各項管理更具有國際視野，園內動物在全球生態系中的自然資產價值也被強

調。無論是前述各種對動物的資源化運用，或基於環境主義對瀕臨絕種動物的保育以

及環境教育的新目標，動物園內的動物作為生命個體的意義在何時開始被注意到、甚

至受到重視，都是值得關切的動物園歷史問題。

視障者卓越人才專題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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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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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盲共舞

賴淑蘭（首位失明後取得博士學位

女博士‧第1屆臺灣視障菁英獎得主）

■時間：5/4（日）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盲人與法律人—我的成長之旅

李秉宏（國內首位視障律師）

■時間：5/18（日）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注意事項：

1. 本次活動對象以視障者為主，亦開放一般民眾

進場，現場備有視障者保留席，敬請禮讓視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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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作家有約

《後青春︰優雅的老》

丘引（本書作者）

■時間：5/7（三）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46歲時，為了孩子的教育，丘引帶著兒女遠赴重洋，

展開新的人生。如今即將面臨60大關的她，藉由這本書，

為自己與讀者寫下了最詳細務實的老年規畫。

對很多人來說，「老」多少會帶來焦慮與不安。壯年有成的，常緬懷過去；壯志

未酬的，想加班趕工；準備不及的，怕老來孤苦；無從準備的，任歲月擺佈。

藉由這本書，作者希望讓人更能從容準備老後生活，也一掃台灣社會對老年的傳

統看法，展現了幸福熟齡的美好可能。對大多數人來說，老是無從迴避的，但可以讓

它遲到、晚到或壓縮到無感。

兒童主題圖書展 海洋之歌
■時間：5/1～5/31

■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 2F

浩瀚的大海中，有著色彩斑斕的各種魚類，也有著齜

牙利嘴的鯊魚等大型水中生物。在形形色色的繪本作品

裡，到底有哪些海洋知識與神奇故事等著我們去探索?深

不見底的海水裡又歌詠著多少動人的故事？

本月親子資料中心精選30本館藏好書，歡迎親子到館

來欣賞，和我們一起尋找海洋的秘密喔。

■時間：5/03（六）15：00-16：00

■ 地點：B1 樂學室  

■ 故事帶領者： 本館閱讀志工郭筱晴老師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英語志工團

■對象：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

■自由參加（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英語童話故事城堡 故事戲劇時間 

Journey to the West西遊記 

終身學習系列講座

輕舟已過萬重山—從學思經驗談臺灣教育問題 
李明亮（前衛生署長、慈濟大學名譽校長)

■時間：5/17（六）10：00-12：00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前衛生署長李明亮教授，旅美三十年，應邀回臺擔任慈

濟大學創校校長，回到台灣之後，從教育出發，到受邀擔任

衛生署長，並帶領臺灣走過SARS危機。李明亮教授對臺灣有

極深的期待與愛護，本場演講，李教授將從在慈濟大學的經

驗談起，與大家分享他對於教育的看法。

青少年主題講座

用閱讀培養出耐煩的孩子─為愛朗讀實戰座談會

貓頭鷹親子教育協會

■時間：5/17 (六) 9：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歡迎凡對講座主題有興趣的國小、國中暨高中職師生及家長們，免費參加。

動物園寫真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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