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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電影院《多元文化—東南亞》
■播放場次： 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2014新北市電影節巡迴影展
■本館B1國際會議廳 ■播放時間：9/7(日)下午2:00起 (兩部連映)

9/4(四)

愛久彌新
Best of time

人人都說金魚不可能擁有愛情,因為金魚的記憶只能維持3

秒,短暫到無法記住愛情與愛人的模樣。人的記憶長久卻

與金魚並無不同,因為沒有不可能忘記,只有忘記得早與忘

記得晚。人終究會忘記一切,但人是否能擁有真愛?

片長113分 

9/11(四)

美好冤家
Perfect rivals

講述一個關於兩家肉乾家族對抗，繼而從中描述家人之間

的愛，朋友之間的信，情侶之間的情以及冤家的怨, 而這

一切一切得關係都源自兩家家長的上一代恩怨，一直糾扯

到現在，而且也影響了下一代之間的趣事。

片長91分 

9/18(四)

寶萊塢之熱線你和我

The other end of 

the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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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分 

9/25(四)

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

Uncle Boonmee 

Who Can Recall 

His Past Lives

波米叔叔發現自己得了重病，他決定回家鄉，希望能在最

親愛的家人身邊度過餘生。某天夜裡，他發現他的亡妻與

失蹤兒子的鬼魂竟然不約而同地出現了，妻子的鬼魂幽幽

靜靜的陪著他吃晚餐......。

片長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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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夜  Twelve Nights 片長99分 / 紀錄片

在臺灣，流浪狗關進動物收容所倘若無人認養，則僅有十二天的生命。

本片由九把刀監製，希望社會大眾了解並關心流浪動物的命運......。 

幸福路上 Treeless Mountain 片長12分/動畫短片

6歲的小琪和爸爸媽媽幸福地生活著在幸福路上，即將上小學的小琪發

現，上學一點也不如想像中愉快。長大，其實是一個苦澀的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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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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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書展 運動與保健
■時間：9/2～11/12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隨著現代化生活型態的改變，落實生活品質與促進身體健康為必然的趨勢。

運動對於促進健康、疾病預防及復健具有效能，因此藉由展出相關主題圖書，希

望讀者能由書中專業及正確的知識，開始學習並將運動與保健落實于生活中。

青少年主題書展　　

青少年尬科學：天文‧生物‧地科‧綜合
■時間：9/2～11/30

■地點：3F 青春閱讀區

為了提高青少年對科學的熱愛與學習興趣，並增長科學知識，本次書展參考國

立臺灣大學科學教育發展中心所推薦的科普好書，展出天文、生物、地科及綜合等

類別的科學好書。展出圖書包括「臺灣科學社群」、「天文觀測的第一本書」、

「颱風」……等，期待藉由書展推廣青少年閱讀科普好書。

「百藏‧臺灣」：館藏精選特展  

■時間：即日起～9/30

■地點：5F 特展室

為了擴大讀者對特藏圖書文獻的認識，也為了持

續推動與深化臺灣學研究，更為了慶祝100週年館慶，

我們依循稀有性、珍貴性、未復刻原則，精選館藏珍

貴特藏，舉辦「百藏‧臺灣」特展。其中，不乏超過

100年以上的圖書文獻，包括各種手稿、抄件，或是日

誌紀錄、調查書、報告書等圖書與文獻，如1669年何柏

（Herport）在瑞士伯恩以古德文出版的《東印度旅遊見

聞》原本，值得您到館一覽。

唯讀100年─國立臺灣圖書館館史特展
■時間：8/9起

■地點：1F大廳、臺灣歷史走廊

本館從1914年創設以來，隨著時代變遷，歷

經多次更名，2013年改制更名為「國立臺灣圖書

館」，展開館史上全新的扉頁。今年8月9日為本館

建館100週年館慶，為使讀者認識本館100年來的發

展歷程，進而了解臺灣公共圖書館史的變遷，特辦

理本展覽。

「唯獨」臺圖的這100年，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史

寫下獨一無二的紀錄；也是「唯讀」這100年，才能

重溫公共圖書館一路走來的步履足跡。我們找出多

則精彩的館史小故事，並復刻館史上的經典場景，

帶領讀者重返100年來的舊日好時光。在這國立臺灣

圖書館100年的璀璨時刻，歡迎您一同溯回時光的源

頭，細細撫讀圖書館的經典扉頁。

本質．轉化．變奏─蒲添生X3雕塑聯展
■時間：即日起～9/28

■地點：4F 雙和藝廊

蒲添生為臺灣重要前輩雕塑家之一，對於推廣雕塑藝術有重要的貢獻。蒲添生

在日治時期赴日學習西洋古典雕塑，將其引進臺灣，堪稱為臺灣西洋古典雕塑的拓

荒者。蒲添生曾說過：「人生就像花朵，每朵都有她綻放的姿態與表情。」蒲氏家

族在創作上一路耕耘，由蒲添生至蒲浩明而蒲宜君，各自發展出獨特的藝術語彙，

連續三代獲得法國沙龍的肯定，亦替臺灣藝壇傳頌了一段佳話。 

適逢本館100週年館慶，特邀蒲添生雕塑紀念館舉辦『本質．轉化．變奏－蒲添

生X3雕塑聯展』，透過本展雕塑之立體特性，提供讀者視覺與觸覺雙重之藝術饗宴。

【生命的對話--蒲添生簡介兼談陳澄波】
■主講：蒲浩志館長/9/20（六）14：00-16：00

■導覽：蒲浩志館長/9/20（六）16：00-17：00

蒲宜君 小舞者系列之1 蒲浩明 那天II 蒲添生 春光

(日本小姐)

2014公視PTS假日電影院
■地點：1F 簡報室 ■播放時間：下午2:00起

9/21(日) 愛情替聲 9/28(日) 權力過程

★簡報室座位計有65席(含工作人員1席)，影片放映前30分鐘開放入座，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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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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小鴨與我 片長89分鐘 

■時間：9/13（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本片獲2007中國國際卡通及數位藝術節 評審團特別

獎。劇情深刻描寫兒童成長過程的自我認同，以及刻畫親

子之間感人的點滴互動。拉佐是一隻生活在都市裡的老

鼠，他夢想著能讓旗下一隻不甚有表演天份的小蟲藝人--

「小衛」，到遠方遊樂園所舉辦的嘉年華中做出驚艷全

場的表演，藉此揚名立萬。這一天，在一場失敗的表演之

後，拉佐碰到了總是在追殺他的神秘女鼠。逃難過程中，拉佐與小衛走失，更陰

錯陽差的與一顆蛋流落至一間養鴨場，逼不得已之下，拉佐被迫承認是這顆蛋的

爸爸，未料裡面孵出一隻極醜的小鴨。醜小鴨總是備受奚落，連拉佐都嫌棄他。

然而在一次意外的演出中，醜小鴨靠著笨拙的肢體語言出盡洋相，讓現場眾鴨笑

翻，反應熱烈。於是拉佐決定帶著醜小鴨再度啟程前往遊樂園。一路上，他們經

歷各種磨難，醜小鴨也慢慢樹立起信心，終於他們來到夢寐以求的遊樂園，然而

神秘女鼠也率眾追殺而至，究竟他們能否擺脫女鼠的糾纏？醜小鴨的表演又能否

獲得認同，搖身一變成為童話中展翅翱翔的美麗天鵝？…

藍色小精靈2  片長105分鐘  

■ 時間：9/27（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本片為藍色小精靈系列第二集。劇情描述邪惡的賈不

妙依舊非常想要取得藍色小精靈的魔法精華，所以這次他

創造出兩隻「山寨版小精靈」，稱為「小調皮」。然而，

他很快就發現，唯有真正的藍色小精靈才能讓他獲得他所

想要的強大法力，而且小美人的手中握有一神秘咒語。為

此，賈不妙綁架了小美人，並且帶著她來到了巴黎。為

了拯救小美人，老爹帶著小笨蛋等一行人再度來到了人

類的世界，並且向他們的人類朋友派翠克以及他太太求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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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優先取票。

普

普

親子影片欣賞 故事童樂會 嗷嗚!狼真的來了!

我們經常在故事中看見愛吃的壞蛋野狼，然而

事實上牠們之中也有許多是被欺負的可憐角色喔。

本月親子資料中心以「狼」為主題，為您準備了一

系列有趣的精采好書，歡迎親子到館和我們一起發

掘牠們的多種面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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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03（三）△ 羊咩咩是朋友不是晚餐 / 邵源源

　　　　　　▽ 今天運氣怎麼這麼好 / 陳信美

▼ 9/10（三）△ 彼得與狼 / 林秀麗

▽ 一隻小豬跟100匹狼 / 陳信美

▼ 9/17（三）△ 野狼阿姨的詭計 / 溫麗貞 ▽ 三隻餓狼想吃雞 / 曾琬妤

▼ 9/24（三）△ 三隻小狼和大壞豬 / 洪素娥 ▽ 一隻有教養的狼 / 李春梅

與作家有約

《台北巷弄日和》：

　雜貨、文創、小餐館，帶著手帳散步去！

石東藏（本書作者）

■時間：9/10（三）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臺北的巷弄裡，藏了好多大大小小的驚喜！

散個步，轉個彎，在日本女孩的小攤看見沖繩與臺灣

的友誼，於在地好店細細品味器皿的樣貌；以回歸食真味

的溫暖麵包揭開晨光序幕，走入風格咖啡館中品飲手焙香

氣；感受雙手觸摸皮革、布品的故事與溫度，沉醉於與職

人相遇的真誠感動……發現105家雜貨玩物X甜點咖啡X美食餐廳X文創好店，用手帳記

錄精采生活，在城市裡，不管什麼天氣、不管何時何地，隨時開始你的小旅行！

兒童主題圖書展 我是狠角色-野狼の傳說

■時間：9/1～9/30

■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 2F

■ 時間：9/6（六）15：00-16：00

 「三隻小豬的真實故事」

■地點：B1 樂學室  

■ 故事帶領者： 本館第一組閱讀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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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本童書園  故事戲劇時間

臺灣學系列講座  

「綠」與「赤」的歷史交會－

　日治時期三大農運與臺灣新文學的成熟

柳書琴（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時間：9/13（六）10：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1927-1937年間，中、日政府強勢打壓國

內共產主義及左翼運動，引發兩國異議分子

向海外出走尋求合作，這些政治流亡者借重

國際都市文化空間進行跨國文學與藝術的結

盟，展開對資本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批判，形成左翼文化走廊。透過通道性文化場域

的新視野，我們將看見臺灣文學介入東亞左翼文學體系的全新圖景，並重新掌握臺灣

新文學的性質和意義。

左翼文化走廊中流動著無數東亞地方的批判話語，臺灣話語如何上傳為國際話語

呢？除了國際左翼場域的引力之外，基層左翼話語上傳的動力還來自於島內殖民統治

壓力，其中尤以糖業體制激起最多反抗。何以日治時期佔半數以上的農業人口會陷入

「生路斷絕」的困境？農民困境如何成為臺灣左翼文學介入的破口？1925年三大農民

運動（竹林事件、二林事件、拂下地爭議）先後爆發，三大農運對賴和的影響，意即

對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影響；換言之，農運使新文學真正成為臺灣之物，揭示了最尖銳

的社會矛盾。在人類高度重視生態、環境正義的當下，回顧上世紀「綠」與「赤」的

歷史交會，理解「新文學」與「農民運動」對糧食與人權的同聲呼籲，對我們是極富

意義的。

終身學習系列講座

創意無邊，讓夢想飛翔 
朱宗慶（朱宗慶打擊樂團創辦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講座教授）

■時間：9/20（六）10：00-12：00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資訊革命帶來全球化現象，也讓地方文化主義

跟著興盛起來。在地文化的聲音，已成為各國發展

文化軟實力、國際競爭力之要件。以在地文化作為

根基、以美感經驗作為載體，以創意作為催化劑，

促進產業文創化，才可望以特有風格在全球市場中

突出重圍。

在本次演講中，朱宗慶將從三十多年來從事藝

術工作的經歷出發，以具體的實例為引，分享自身對

於開發創意、實踐夢想的看法，並闡述如何從生活汲取養分，將文化底蘊、藝術涵養

轉化成為創意能量。

書香慶百歲
書香傳百年‧閱讀新里程  ■地點：1F 流通櫃臺

自8/9起發行「100週年館慶紀念版個人借閱證」，歡迎讀者踴躍辦理。

書香慶百歲‧好書加倍借  ■地點：1F 流通櫃臺、親子資料中心櫃臺

7/1-9/30個人借閱證借閱冊數由5冊提高至10冊(借閱天數仍為30天)。

書香賀生日‧壽星換卡樂  ■地點：1F 流通櫃臺

8/9起，歡迎8/9生日之壽星讀者蒞館，持舊借書證免費換領「100週年館慶紀

念版個人借閱證」。

書香再遠傳‧好書慶團圓  ■地點：1F 流通櫃臺、親子資料中心櫃臺

於7/1-9/30歸還逾期圖書，停權處罰歸零。機會難得，敬請把握。

書香100冊‧升級白金卡  ■地點：1F 流通櫃臺、親子資料中心櫃臺

於7/1-9/30持個人借閱證外借圖書達100冊以上者，可升級為「白金卡借閱

證」，借閱冊數提高為10冊。

書香自助借‧好禮跟著來  ■地點：各樓層自助借書機

1. 使用自助借書機借5本書並將借書收據投入抽獎箱者，即可參加抽獎(收據

背面須註明聯絡電話，始為有效收據)。

2. 每張借閱證限中獎1次，以先抽到獎項為準；得獎名單10月20日在本館入口

網公布並個別通知。得獎人應於11月底前，持借閱證親至櫃臺兌獎完畢，

逾期視同放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