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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電影院

《金馬禮讚》主題影展
■播放場次： 14：00 起／ 16：30 起  ■地點：1F 簡報室

電影欣賞

11/05（四）

救火英雄
As the light 
goes out

郭子健執導，謝霆鋒、余文樂、任達華、胡軍聯合演出。

消防精英因酒醋廠的小型火災導致香港大停電，他們即將

面臨職業生涯中前所未有的救援任務……。

片長 115 分 

11/12( 四 )

白日焰火

Black coal,thin 

ice

本片入圍 2014 金馬獎八項提名包括最佳劇情片、最佳導

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原著劇本、最佳攝影、

最佳美術設計及最佳剪輯；64 屆柏林影展金熊獎和最佳男

演員獎。由刁亦男執導，廖凡、桂綸鎂、王學兵領銜主演，

以懸疑的犯罪奇觀展開故事。  

片長 109 分 

11/19( 四 )

行動代號：

孫中山

Meeting Dr. Sun

阿左和小天互不相讓，一場廢棄物爭奪戰在平靜的校園展

開，兩敗俱傷的爭奪戰終將讓他們開始反省為何社會存在

著貧窮，讓他們開始面對即將到來的成人世界……。

片長 90 分 

11/26( 四 )

迴光奏鳴曲

Exit

本片入圍 2014 金馬獎最佳新導演和最佳女主角，先前已獲

得 2014 臺北電影獎「最佳劇情長片」以及最佳女主角獎，

是由入行超過 20 年，至今已擔任過超過 500 部以上的商業

廣告片攝影指導 - 錢翔拍攝的第一部劇情長片，描繪中年

女子的私密紀事。 

片長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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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四主題電影院同片連播兩場，當日請憑個人借閱證至 2 樓櫃臺領取號碼單，每人限領二張（

請勿重複領取），號碼單領完為止。

★本活動分 2 階段領票，第 1 階段開放 50 個座位，領票時間 9:00-13:00；第 2 階段保留 14 個座

位，領票時間自 13:01 分起。詳細領票方式及入場時間，請詳閱現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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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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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書展 

新舊共生‧不思議印度
▎時間：11/3 ～ 2015/1/3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除了電影「三個傻瓜 (3 idiots)」中的數理天才、「救救

菜英文 (English vinglish) 中的傳統印度婦女，你對印度的認

知還包括什麼？可能是印度詩哲泰戈爾的作品，或是印度聖雄甘

地的不合作運動，他們都代表著印度，但卻不是印度的全貌。

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有著世界第二多的人口，還是佛

教的發源地。印度還有多少古代神秘面紗未向世人揭露？現代的

印度又快速發展成什麼狀態？藉由此次書展，希望能呈現印度

新、舊文明以及其在科學、藝術、宗教、文學、飲食等方面多元發展的面貌，並帶給

讀者不思議的閱讀饗宴。

青少年主題書展　　

愛上古典音樂
▎時間：即日起～ 11/29　　▎地點：3F 青春閱讀區

年僅 20 歲的曾宇謙，在「柴可夫斯基國際音樂比賽」中獲得小提琴組大獎，

全世界因此認識了來自臺灣的小提琴家；電影臥虎藏龍的配樂由華裔大提家馬友友

演奏；知名的臺灣大提琴家張正傑舉辦多場親子音樂會，歡迎兒童進入古典音樂欣

賞的殿堂。這些音樂家的表現與努力，讓古典音樂更親近一般大眾了。古典音樂不

再艱深、冷門，而存在我們生活的周遭。此次書展精選古典音樂知識、賞析及音樂

家傳記等相關主題圖書，讓青少年讀者透過閱讀學習、享受古典音樂，豐富我們的

人生。

《和風畫會》王秀枝‧鄭素梅‧陳漢明，三人聯展

▎時間：11/4 ～ 11/15　　

▎地點：4F 雙和藝廊

王秀枝、鄭素梅與陳漢明 3人是永和社大繪畫

課程 <藝術•生活•體現 >的成員，透過繪畫過程

中凝聚一些共識，體認藝術是一門穿透心靈的學

問。它的可貴在重新發現 [ 人與自然 ] 結構的整

體秩序，即以自然之道為其法度，以生活歷練為其

深度。達到畫與人、人與自然三者緊密結合的整體

觀。形構相扣，色蘊相生，做全面性的觀照，捨棄

個別，建立『整體性的統合關係呈現秩序、均衡、

律動、節奏、統一……的交響，貫穿空間游走畫面，

馳騁出生命的張力。

雙和藝廊

藝種．不平凡 -永平高中美術班師生美展

▎時間：11/18 ～ 11/29　　

▎地點：4F 雙和藝廊

永平高中美術班自民國 84 年創立以來，持續不

斷地培養愛好藝術的學生，讓他們在高中三年中，學

習用藝術創作探索自我、表達自我、追尋創作的可能

性；三年後進入大學，往自己的志向持續精進。「十

年樹木，百年樹人」，樹木上的纍纍果實，如今瓜熟

蒂落，滋養這片土地。近年來，許多從美術班畢業的

永平人，又再度回到這片園地，教育新一代的莘莘學

子，讓永平美術班更加茁壯、深根。今年，他們又在

國立臺灣圖書館雙和藝廊齊聚，展示永平師生們豐富

多彩的作品。對學生而言，或許只是他們求學階段的

嘗試或練習；對老師而言，或許僅是平凡日子中的累

積，但無論是水彩、油畫、插畫、水墨、書法……等，

每件作品都讓人看到不一樣的風貌、傳遞著不一樣的

想法，讓人看到「一種不平凡」。

藝術的種子在永平萌發，相信未來也能不斷地成長，綻放出一朵又一朵不平凡的

奇葩，11 月的永平高中美術班師生美展，邀請您來一同共賞，看見我們的「藝種．

不平凡」。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林獻堂先生與霧峯林家特展

▎時間：即日起～ 12/27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書展區

霧峯林家為臺灣五大家族之一，林獻堂先生對

臺灣教育文化、社會慈善及產業發展均有極大貢

獻，不僅受其資助學費得以留學或升學的臺灣學子

甚多，他也主持「夏季學校」、「一新義塾」等文

化活動，啟蒙臺灣人的文化觀念。本館透過展出林

獻堂先生與霧峯林家相關館藏，以及臺中市文化推

廣協會郭双富先生慨借之文物，讓讀者進一步認識

臺灣大家族的故事。

■播放場次：11/1(日) 14:00起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我想念我自己Still alice  片長101分

愛麗絲是一位才智過人、事業及家庭有成的大學教授，正值人生顛峰時，

卻被診斷出罹患了早發性的阿茲海默症。當她一步一步失去記憶，家人和

同事的關係也跟著改變，愛麗絲漸漸發現失去記憶並不代表失去生命中的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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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學系列講座館藏延伸閱讀書展  

國民精神動員、皇民化與烽火下的生活
▎時間：10/17 ～ 11/13     

▎地點：5F 參考室書展展示區

1936 年 9 月，小林躋造擔任第 17 任臺灣總督後，提出「皇

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三原則，開始在臺灣進行國民精神

總動員。1941 年日本成立皇民奉公會，原來的國民精神動員與皇

民化政策，即被強化為戰時動員體制。其後，隨著戰事不斷擴大，

臺灣亦難免直接遭受戰火的波及。二次大戰結束後的 70 週年，

讓我們透過本館館藏，重新認識與體會那段艱苦的生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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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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運兔   片長 95 分鐘

▎時間：11/14（六）14：00 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位於南美洲外海的復活島以巨大的石像為人所知，

但世人卻不知道這些石像底下竟然有一座龐大的糖果

工廠。在復活節兔子的指揮下，一群兔子和小雞的工

人每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努力製造糖果，好讓復活節

兔子在復活節的清晨將裝滿糖果的復活節禮物籃送到

世界各地小孩子的手中。伊比在正式成為他父親的繼

承人的當天卻偷偷落跑，前往好萊塢追求他成為樂團

鼓手的夢想。他在洛杉磯無意間 " 撞 " 到佛瑞德，他

才剛被炒魷魚，正準備重新振作起來，沒想到卻被他的父母踢出家門，然後不小

心開車撞到伊比。伊比這隻小兔子假裝受傷，一開口講話就把佛瑞德嚇壞，然後

又用各種方法呼嚨佛瑞德，逼他提供住處。在這同時，復活節兔子的左右手，一

隻長得超大的小雞洛雞逮到伊比消失不見的機會，趁機發動政變，最後佛瑞德和

伊比是拯救復活節的最後一線希望，於是他們回到復活島，為了拯救世人熱愛的

復活節進行一場史詩般的大戰。

搶救老媽大作戰   片長 88 分鐘  
▎時間：11/28（六）14：00 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改編自伯克利布雷思德 2007 年推出的暢銷童書。

故事描述搞不懂媽媽的功用何在的 9 歲的男孩 " 米洛 "，

覺得媽媽整天就只會逼他吃蔬菜，叫他早點睡，甚至對

妹妹偏心。但米洛沒想到，某天夜裡媽媽居然被火星人

綁架了 ?! 驚嚇之餘的米洛也跟上了火星人的太空船，

發現原來火星人把媽媽綁架去做各種家務，包括煮飯，

掃地洗衣，還要接送小外星人參加各種活動，米洛拯救

媽媽的大冒險就此展開。

★ 活動當日下午 13：00 開始可至 1 樓親子資料中心櫃臺領取號碼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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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故事時間

我把繪本變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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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4（三）△ 我把早餐變好吃了 / 信美 阿姨 

　　　　　      ▽ 勇敢湯 / 素燕 阿姨

▼ 11/11（三）△ 怎麼吃也吃不完的鬼咖哩 / 源源 阿姨 ▽ 聰明的鼷鹿 / 琬妤 阿姨

▼ 11/18（三）△ 迴轉壽司 / 麗貞 阿姨 ▽ 派弟是個大披薩 / 春梅 阿姨

▼ 11/25（三）△ 要什麼有什麼麵包店 / 琬妤 阿姨 ▽ 大家來送禮 / 素燕 阿姨

兒童主題圖書展

男生女生ㄆㄟˋ
▎時間：11/1 ～ 11/30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 2F

本月親子資料中心以「性別平等」為書展主題，

挑選一系列繪本好書，除了讓孩子學習如何尊重不同

的性別，也同時更加認識自己。歡迎親子一起到圖書

館來欣賞閱讀喔。

臺灣學系列講座  

臺灣海洋史的新視野─兼論航運與海難

戴寶村（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

▎時間：11/14（六）10：00-12：00     

▎地點：4F 4045 教室

位於西太平洋上的臺灣島，不但形成過程與海洋

密切相關，島上的住民在生活、生業等各方面，都直

接或間接與四周的海洋環境及氣候產生關連。無論是

V.O.C.、鄭氏王朝、清治、日治或戰後，臺灣歷史上

的沿岸或島外航運發展，皆與移民拓墾、地理及交通

條件、貿易、港口管理政策等背景因素息息相關，也

在不同的時期分別發展出不同的航運模式。本次講座，

除將延續介紹臺灣海洋史上航運研究的重要成果，如航運工具、航運組織、航運與信

仰及海洋意象與集體共同意識的建構等外，也將進一步擴及與海難相關的新視野與新

議題。

與作家有約

《靠左走：人間差事》

鍾喬（詩人、小說家、劇作者、導演）

▎時間：11/4（三）14：00-16：00    

▎地點：4F 4045 教室

《靠左走：人間差事》以散文的情感，向一路靠左的

先行者致敬；以詩的熱情，對藝術創作提出反思；以宏觀

的行腳，凝視第三世界，尋覓文化反抗的可能性。本書呈

現鍾喬三十年來的重要思想，他以革命的熱情，從文學、

戲劇、大眾文化、文創產業、戲劇行動等多元面向，提出

深沉的反思與批判；以散文的情感，觀看人間情事，描繪

人物身影，向一路靠左的同行者致敬；以宏觀的行腳，述

說全球化之下的邊陲處境，希望喚醒土地情感與意識，尋

覓反抗行動的深沉根基。

繪本童書園 故事戲劇時間

破襪子花拉

▎時間：11/7（六）15：00-16：00   

▎故事帶領者：本館第一組閱讀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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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分鐘開始進場）

【客家語】掌中戲偶戲劇時間

忠義武傳：徐元帥

▎時間：11/8（日）13：30-15：00   

▎合作單位： 國立臺灣圖書館 & 新北市政府客家

事務局

▎演出團體：山宛然布袋戲團

▎地點： B1 樂學室

▎對象： 演出將以國語、客家語……等語言演出，

歡迎親子自由參加（活動前 10 分鐘開始

進場）

【閩南語】故事戲劇時間

虎姑婆 & 好姑婆

▎時間：11/21（六）15：00-16：00   

▎故事帶領者：本館閩南語閱讀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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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分鐘開始進場）

11/04（三）△ 我把早餐變好吃了 / 信美 阿姨          ▽ 勇敢湯 / 素燕 阿姨       

11/11（三）△ 怎麼吃也吃不完的鬼咖哩 / 源源 阿姨 ▽ 聰明的鼷鹿 / 琬妤 阿姨

11/18（三）△ 迴轉壽司 / 麗貞 阿姨 ▽ 派弟是個大披薩 / 春梅 阿姨  

11/25（三）△ 要什麼有什麼麵包店 / 琬妤 阿姨 ▽ 大家來送禮 / 素燕 阿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