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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電影院《愛與青春》
■播放場次： 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7/3(四)

小時代
Tiny times 1

本片根據郭敬明長篇同名小說改編，故事發生在經濟

飛速發展的上海，四位從小感情深厚的女生，在這座

風光而時尚的城市裡生活與學習，轉眼間到了大學生

涯的後期，生活開始面臨了壓力和抉擇……。

片長115分 

7/10(四)

小時代2:青木時代
Tiny times 2

延續第一集劇情，四姐妹到了大學畢業的這一天，正

當所有人正忙著為未來生活規劃時，一場原本是年度

間朋友圈裡最重要的生日宴會，卻造成四個姐妹之間

的感情從此開始發生巨大的轉變……。

片長117分 

7/17(四)

最後一次初戀 

Restless

伊諾與安娜留連在陌生人的葬禮中，男孩對生命早已

放棄，女孩則總是用笑容面對漸漸凋謝的生命。兩人

之間發生的故事，並不是純真的愛情練習曲，而是在

死神面前緊抓住片刻的最後擁舞……。

片長91分 

7/24(四)

愛情無全順

Campus 
Confidential

陳柏霖突破形象飾演校園中的怪咖宅男，當他從校園

人工湖”菊湖”中救起校花梁小琪(陳意涵飾)後展開

一段使全校跌破眼鏡的校花與宅男之戀……。

片長115分 

7/31(四)

飛吧,蒲公英

Petal Dance

仁子和素子得知6年未見的大學好友─美紀跳海自殺的

消息，腦海中不禁浮現出許多疑問：不慎落海？還是

企圖自殺？倆人決定前往探視，並暗自期盼好友一切

安然無恙……。

片長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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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日) 下午2:00起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救救菜英文 English Vinglish 

片長134分

美麗迷人的莎希（詩麗黛瑋飾演）是印度傳統的家庭主婦，看似擁有全

能的才藝和美滿家庭，卻因一口破英文缺乏自信，女兒與丈夫經常以此

嘲弄她。直到為了幫忙姊姊籌備女兒的婚禮，不得不獨自前往紐約，

而第一天就因點餐問題出糗，讓她決心偷偷報名四週的英文會話速成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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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刀弄石─擺接印社甲午社員聯  

游藝雅集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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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建築
■時間：7/1～8/31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自1992年在巴西的地球高峰會議之後，全球開始掀起環保熱潮，建築產業界也開

始了「綠建築」運動。雖然世界各國為因應各自不同的地理、氣候、人文環境，對於

綠建築的內涵與評估系統有各自的特性，但基本上「以人類的健康舒適為基礎，追求

與地球環境共生共榮，及人類生活環境永續發展的建築設計」的原則是一致的。

本次書展選擇綠建築相關書籍，包括綠建築案例、綠建築觀念與行動、綠建築技

法與設計等內容，期待藉由書展讓民眾瞭解綠建築，並共同體會這一股席捲全球的綠

色浪潮！

青少年主題書展　　

102年好書大家讀—年度最佳少年讀物
■時間：6/3～8/31

■地點：3F 青春閱讀區

102年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獎於103年4月公佈。此次評選共有177冊單冊圖書

獲獎，其中文學讀物共69冊，圖畫書及幼兒讀物30冊，知識性讀物78冊。專家評選

之好書適讀年級涵蓋國小中低年級至國中。

此次書展選擇適讀年齡為國小高年級至國中之好書，文學讀物包括林良、蔣勳

等國內作家作品及「柯林費雪」、「西岸三部曲」等翻譯小說；知識性讀物則包括

生物、地理、社會、環保、美術及科普類之圖書。期待藉由書展介紹好書，為青少

年搭起一座閱讀的橋樑。

■時間：7/2～7/13

■地點：4F 雙和藝廊

「篆刻」是我國傳統的藝術，底蘊深厚，擁有非常豐富的民族情

感，但是對於普羅大眾而言，印章只是生活的工具，又因為大多不識篆書，致使對這

門藝術是既熟悉又陌生，於是，篆刻似乎僅能成為小眾的「玩意」。 即便如此，仍有

一群「舞刀弄石」者樂此不疲，互相切磋，更在篆刻名家黃書墩老師的指導下，於諸

多賽場成績斐然，印藝日益精進。

自1977年成立擺接印社至今已歷十七個寒暑，更於2013年奉核立案。本次展出便

是立案後的第一次公開展覽，除了篆刻以外，也展出書法、繪畫、陶刻等創作，呈現

社員作品的多樣面貌，敬請同好先進不吝賜教，期使本社能不斷求新求進，也為篆刻

藝術注入更多的活力。

■時間：7/16～7/27

■地點：4F 雙和藝廊

游藝雅集係熊宜中教授指導，以論語述而篇：「志於道，據

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進德修業之道的精神立會的國畫團體。

畫會成立近二十年，會員包括：行政院、台北市立美術館、中正紀

念堂、藝術教育館、中華郵政、抱一書齋等國畫班的學員及部分華

梵大學藝術學院碩士班畢業生。會友們來自社會各階層，利用公餘

或退休之暇游藝書畫，山水、花鳥、人物、書法各抒所好，盡情揮灑，忘情忘我於筆底

乾坤與畫裡境界，會員之書畫，工不在細巧而在意到，形不在多變而在神暢。指導老師

熊教授為學院教育學者，謙謙君子，學養深厚，儒雅淡定，人品、學問、才情、思想兼

具，堪稱近代文人畫宗師。作品翰墨靈飛，淡雅逸緻，深受各界讚譽與收藏。惜天妒英

才，哲人其萎。熊老師於去年三月二十五日仙逝，值此熊老師往生週年，特舉辦會員聯

展，用以追悼，永懷師恩

103年好書交換活動

■收書時間：7/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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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六）10:00-15:00

■換書地點：B1 樂學室

■收書原則及換書方式等詳細內容請上本館網頁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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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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螢火蟲：永遠的暑假 片長86分鐘 

■時間：7/12（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小學生裕太，每年都會和父親到水壩附近捕捉昆蟲，

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交通事故，卻讓他與父親從此天人永

隔。一年過去了，裕太帶著錄有父親聲音的手機，興起想

到水壩去看看的念頭，卻不慎失足跌落泥濘中而昏迷。醒

來之後，自己竟然穿越時空，來到三十多年前被水壩所淹

沒的村落，於是在小學最後一個暑假，一場讓裕太永生難

忘的回憶就此展開…。 

古魯家族  片長99分鐘  

■ 時間：7/26（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一座原本被用來保護古魯一家的安全堡壘突然倒塌，

從未見過外面世界的古魯家族成員，被迫走出洞穴，為尋

找新的家園展開生命中這場驚奇又刺激的冒險旅程！他們

在燦爛繽紛的異地領域，遇見各種不可思議的奇異生物，

這場充滿挑戰的旅程就此改變了他們的一生，他們終於發

現，未來雖然充滿未知，卻將更加精彩…。

《動物園道64號》系列影片 片長77分鐘 

■日期： 7/2 (三)、7/9 (三)、7/16 (三)、7/23 (三)、

7/30 (三)、8/6 (三)、8/13 (三)、8/20 

(三)、8/27 (三)

■ 時間：10：30-12：00

■ 對象：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

■地點：1F 簡報室  

本系列影片曾榮獲英國最佳學齡前兒童類別動畫獎、

英國BBC電視台最受歡迎的兒童節目等殊榮；內容以簡潔可

愛的繪圖風格，巧妙地將人、動物和環境之間的關係，編

織成一個個充滿童趣和驚喜的故事。歡迎爸爸媽媽帶著小朋友一起到圖書館，讓

《動物園道64號》系列影片陪著大家一起過暑假。

歡迎爸爸媽媽帶著小朋友一起到圖書館，讓《動物園道64號》系列影片陪著

大家一起過暑假。

上午場影片於10：00、下午場於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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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提供前64位進場者入內觀看。

普

普

普

親子影片欣賞 故事童樂會 跟著熊熊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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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02（三）△ 戎戎尋找大朋友 & 戎戎長大了 / 秀麗 阿姨

　　　　　　▽ 我想和你做朋友 / 慧民 阿姨

▼ 7/09（三）△ 快樂的一天 / 慧民 阿姨

▽ 小笨狗 / 秀鳳 阿姨

▼ 7/16（三）△ 一個小瓦盆 / 秀鳳 阿姨 ▽ 小熊，長大了 / 秀鳳 阿姨

▼ 7/23（三）△ 無尾熊和小花 / 慧民 阿姨 ▽ 禮物 / 秀鳳 阿姨

▼ 7/30（三）△ 謝謝你，熊醫生 / 慧民 阿姨 ▽ 躲在樹上的雨 / 秀鳳 阿姨

與作家有約

《樂齡好滋味》楊玲玲的幸福餐飲

楊玲玲（佛光大學樂活產業學院院長）

■時間：7/25（五）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高齡老人味覺退化，如何用「視覺」來補強，及善

用天然的調味來吸引與提升他們的食慾，對越來越多獨

居的高齡老人來說，這本書由認識體質吃出健康開始，

並教大家如何測試自己的體質，選擇適合自己體質的食

物，這可比吃補藥還有用！一來可藉此認識食物的性

質，二來可選擇適合體質的食物，同時做方便的料理烹

飪。全書超過百道各式葷素料理食譜外，還有茶飲與點

心，讓原本對飲食越來越沒胃口的老人家，也可重拾享

受美食的樂趣，讓兒女們對高齡父母的三餐，不再因變不出花樣而傷腦筋。

兒童主題圖書展 陪著熊熊樂閱讀

■時間：7/1～8/31

■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 2F
■ 時間：7/5（六）14：00-15：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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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

和區國小30位可愛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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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蟲蟲危機A Bug’s  Life vs. 小小紅母雞 Little Red Hen

臺灣學系列講座  

圖解臺灣製造─日治時期臺灣商品包裝設計

姚村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視覺設計系教授）

■時間：7/12（六）10：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在日本殖民統治前，臺灣市面上日常生活商品的

包裝，多受原鄉傳統生活文化影響，亦多沿襲大陸傳

統風格形式。日治後，臺灣受伴隨殖民統治者而來的

外來文化輸入的刺激、生活型態的變化，以及日本商

人的商業行銷策略與商業活動的引進，不僅影響了當

時的商品消費與流行趨勢，亦促使商業美術設計與商

品包裝，有了不同於以往的表現風貌。光復之後，由

於政治意識因素的影響，許多日治時期的歷史資料經

常受到刻意忽略或不正確解釋，致使此特殊階段的臺

灣生活歷史文化，幾乎為人們所遺忘或刻意忽略。對理解臺灣歷史文化而言，透過早

期歷史圖像分析的「圖解臺灣」方式，亦能看到不同面貌的臺灣生活文化。這些以生

活實用為主的商品包裝，雖無法像美術作品一般受到重視與典藏，但卻能最忠實地紀

錄民間生活的歷史足跡，反映社會大眾的流行品味及文化發展特色。

終身學習系列講座

跟著坂本龍馬去旅行 
陳銘磻（曾任國小教師、電台廣播節目主持人）

■時間：7/20（日）14：00-16：00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本講座以深度文化旅遊的淺顯敘述，跟隨

司馬遼太郎《龍馬行》和大河劇中，坂本龍馬

一生踏足過的壯麗場景。從四國的高知出發，

踏上龍馬慘遭暗殺的京都、再一路向南，盡覽

龍馬曾多次到訪、商議過「馬關條約」的下

關、與戀人觀賞花火的巖流島、乘「乙丑丸」

行經的門司、與高杉晉作並肩作戰的小倉、與西鄉隆盛商議「薩摩同盟」的福岡博

多、親創日本第一家貿易公司，推行「大政奉還」的長崎、攜妻首創新婚蜜月旅行的

勝地鹿兒島等。

終身學習研習班第55期招生
■招生對象： 凡年滿13歲以上對本研習班有興趣讀者即可報名。

■班　　別： 開設有書法、瑜珈、水彩、國畫、素描…等課程。每班報名人

數不足15人則不開班。

■授課時數：18週，每週上課一次（2小時）。

■費　　用： 每人每班新台幣3,000元，運動類課程(瑜珈與彼拉提斯班每班

新台幣3,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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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二）上午10時至7/13（日）晚上24時網路

報名，網路報名結束後，但仍有剩餘名額，則將

資格給予現場報名(6樓企劃推廣組)。

※繳費方式及課程表等詳細內容請上本館網站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