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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電影院

《閱讀吧！世界正美麗》主題影展
■播放場次： 14：00 起／ 16：30 起  ■地點：1F 簡報室

電影欣賞

12/03（四）

珈琲時光
Cafe' lumie're

本片為台灣導演侯孝賢為紀念已故日本知名電影導演小

津安二郎誕辰 100 週年所執導的首部日語片，該片入圍

2004 年威尼斯影展金獅獎。並被《斜向雜誌》（Slant 

Magazine）評選為 2000 年至 2010 年百大電影第 98 名。

片長 103 分 

12/10( 四 )

神鬼認證：

最後通牒

The Bourne 

ultimatum

本片為神鬼認證系列電影的第三部，並且是三部曲當中最

高評價的電影。獲得英國影藝學院最佳剪輯、最佳混音獎，

第 80 屆奧斯卡金像獎提名最佳音效剪輯、最佳混音、最佳

剪輯三項全數獲獎，是三部曲電影當中唯一獲得奧斯卡金

像獎的電影。  

片長 115 分 

12/17( 四 )

灰熊人

Grizzly man

本片為獨孤電影大師韋納．荷索 2006 年的作品，是一部關

於業餘但知名的保育動物人士提姆崔德威爾的故事。本片

獲得日舞影展評審團特別獎、傑出科技貢獻獎。

片長 104 分 

12/24( 四 )

悄悄告訴她 

Talk to Her

本片是 2002 年西班牙導演佩德羅•阿莫多瓦編導的電影，

它獲得 2002 年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獎以及 2003 年金球獎

最佳外語片等多項大獎肯定。電影探討主題包括兩性、孤

獨與親密之間溝通的困難，以及超越失去的愛。 

片長 95 分

12/31( 四 )

失憶薇若妮卡

The headless 

woman

本片為阿根廷女導演露柯希亞馬泰執導，並獲選坎城影展

正式競賽的影片。故事敘述一場公路車禍後，薇若妮卡開

始出現身心失調，經常恍神，瀕臨崩潰，卻在復原過程中

發現一股無形壓力，壓迫並束縛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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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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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世界的故事
▎時間：12/1 ～ 2015/1/3　　▎地點：3F 青春閱讀區

從古至今有一群人對生命充滿熱情、為夢想投注心力，因而改變了世界。他們

可能是鑽研於發明的科學家、可能是踏遍世界的探險家；而慈善家的善行、教育家

的熱誠也都足以改變世界。身為青少年的我們，是否有改變世界的夢想呢？此次書

展展出《改變世界的探險家》、《大創意》、《她們，好厲害》等書，讓我們一起

從書中找到改變世界的力量吧。

獅嶺畫室 ,雲端映境－ 2015 林蒼鬱師生抽象畫聯展

▎時間：12/2 ～ 12/13　　

▎地點：4F 雙和藝廊

海拔 537 米的獅嶺畫室，多年來，畫者與雲霧風雨

相伴、潛心創作，以強烈色彩與深厚線條構建幽深、豐

繁的繪畫世界，跨越既有知識、觀點與習性，藉由原創、

素樸的內在律動，呈現神秘、高遠、深邃的作品。以超

越具象形色，尋溯內在的自由與力量，試圖形塑繪畫的

深沉魅力，表現狂野且沉靜、優雅又深沉的情境，並能

在內在釋放中從容揮灑形色，建構自我省思、人生觀察

與靈魂向度的諸多辯證；宣說屬於臺灣的抽象時代，釋放、解構、與認知之必要

及其價值。

展出者：

林蒼鬱 顏志斌 許素華 廖月華 莊靜純 郭文慧 林素漫 

李淑萍 林靜瑀 張晏蓁 陳彩雲 莫遣光 沈國平 陳招英

雙和藝廊

筆墨傳心－書畫創作四人聯展

▎時間：12/16 ～ 12/27　　

▎地點：4F 雙和藝廊

追尋藝術的道路既漫長且艱辛，創作的過程雖時有滯

礙、時有苦澀，但對喜愛藝術的信仰者來說卻是甘之如飴。

在創作的過程中所得到的突破與領悟則是最大的快樂泉

源，期望透過不同視覺意象，與觀賞者交流，歡迎藝壇先

進與藝術同好前輩蒞臨觀賞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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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日) 14:00起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親愛媽咪Mommy  片長139分

單親媽媽戴安娜獨自撫養具有暴力傾向的過動兒子史提夫，她總是擔心兒

子惹事生非，史提夫則迫切想表達對媽媽的愛，兩人關係劍拔弩張，不時

遊走於爆炸邊緣。新搬來的鄰居凱拉，意外暫時舒緩母子間失衡的緊繃張

力，三人關係卻開始有了意料不到的發展……。本片奪得第67屆坎城影展

評審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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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戈爾及印度東北七姐妹邦

▎時間：12/27（日）19：00 開演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國立臺灣圖書館與印度－台北協會合辦一

場印度文化表演「泰戈爾及印度東北七姐妹

邦」，將以文學朗讀、音樂歌唱、古典舞蹈、

當代戲劇的表演型式，呈現印度東北部七邦各

具特色又相互融合的豐富人文風情，而生長於七姐妹鄰邦的印度文豪泰戈爾究竟

有些什麼精彩創作而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他與東北七邦又有什麼火花呢？由旅居

臺灣的印度人及熟稔印度文化的臺灣人連番上陣演出，精彩可期，歡迎民眾到場

免費欣賞。

2015 臺灣閱讀節 -- 書香五重奏

▎時間：12/5（六）9:00-17:00　　

▎地點：國家圖書館及中山南路周邊人行道

閱讀，有很多種方式

閱讀節就要來點不一樣的！

百年好圕—國立臺灣圖書館

為您獻上～書香五重奏～

歡迎指點一下 (認識視障 )

指指點點閱讀雙視圖書，玩一玩體驗遊戲，就能學習幫助視障朋友的基本常識，認識

視障資源。通關成功，另有好禮相送。

愛書人來說書 (閱讀同樂 )

故事達人現場說故事；民眾現場報名說故事即贈造型小熊頭飾及精美小禮 1份。

我是圖書醫生 (裝幀體驗 )

想體驗手工裝幀的樂趣嗎？來就送精美小掛軸，親手完成的作品即是典雅有趣的文創

品。另有圖書修護實作展示及隱藏版活動，值得一看！

百年風華現代創藝 (文創之美 )

國立臺灣圖書館以珍貴的館藏舊籍，開發成各式精美的文創商品，充分展現 OLD IS 

NEW. 的精神與價值。多樣熱銷商品現場展售，送禮自用皆相宜。

閱讀中山樓 (山中傳奇 )

認識陽明山中山樓拿獎品，還可以獲得門票優惠券；親訪中山樓，見識中西合璧建築

之美和傳說中的中軸線，聽聽那三天三夜也說不完的精彩故事……。

別忘了！就在 12 月 5 日，歡迎大家一起來合奏！

臺灣閱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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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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雄天團   片長 102 分鐘

▎時間：12/12（六）14：00 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14 歲的發明天才少年濱田廣在同為發明家的哥哥

阿正去世後，與其先前發明的醫療用機器人 - 杯麵成

了好朋友。他發現自己的發明被偷走，加上哥哥的死

因不單純，為了阻止當地的黑暗勢力，阿廣與機器人

杯麵，連同哥哥的四位好友組成聯盟，藉由一系列的

設計發明，共同伸張正義。

聖誕快遞   片長 98 分鐘  
▎時間：12/26（六）14：00 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聖誕老公公如何在一夜之間將 20 億件禮物送達到

每個小朋友的手中？答案是：深藏在北極的一套高科技

運送系統及訓練精良的小精靈。然而這個聖誕夜卻意外

出錯，導致 1 個小朋友收不到禮物，對聖誕老公公的二

兒子阿舍來說這完全毀了聖誕節的精神，他與聖誕老爺

爺、包裝部的精靈決定駕著雪橇搶在黎明前完成這個任

務，然而聖誕節的奇蹟會降臨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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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兄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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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02（三）△ 泡泡闖禍了 & 延伸活動 / 源源 阿姨

▼ 12/09（三）△ 小菲菲和新弟弟 / 麗貞 阿姨 ▽ 十兄弟 / 琬妤 阿姨

▼ 12/16（三）△ 第十一個兄弟  & 延伸活動 / 信美 & 寶英 阿姨

▼ 12/23（三）△ 我的妹妹是跟屁蟲 / 素燕 阿姨 ▽ 超級哥哥 / 致良 阿姨

▼ 12/30（三）△ 我要修理安東尼 / 春梅 阿姨 ▽ 我的弟弟跟你換 / 素燕 阿姨

兒童主題圖書展

手足情深
▎時間：12/1 ～ 12/31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 2F

你家的孩子是〝好棒的姊姊〞、〝超級哥哥〞，

還是和小鱷魚卡洛琳一樣，想跟別人換弟弟，或者和

小男孩阿力相同，把妹妹當成〝最特別的東西〞帶到

學校去？在兄弟姊妹相處的過程中，難免有爭吵或衝突，但更多的是對彼此的愛。

本月親子資料中心以「手足情深」為主題，挑選一系列好書，歡迎父母從繪本中

發現孩子的想法，也讓孩子從繪本角色的投射中體會手足情深的真諦。

臺灣學系列講座  

從霧峯林家看臺灣傳統民居建築的特色

賴志彰（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時間：12/12（六）10：00-12：00     

▎地點：4F 4045 教室

霧峯林家自 1837 年以來，在阿罩霧（今臺中

市霧峯區）興建宅邸與園林建築群，包含頂厝、下

厝及萊園等三大部分。下厝建築群由草厝、宮保

第、大花廳、二房厝以及廿八間所組成，其中宮保

第為面寬十一開間的五落大厝，前三落兼官衙使

用，屋脊採燕尾處理；大花廳為公共使用的宴會

廳，大木結構瞥現出閩浙建築風格，作工精緻，大

角度菱角軒作法之拜亭屋頂架相當具有特色。頂厝建築群包含蓉鏡齋、景薰樓、新厝

與頤圃，其中景薰樓為五開間三院落建築，並有垂花門銜接穿心廊之獨立廊院，最具

建築特色。萊園為一依山傍水、無自然界線的山水園林，其中的五桂樓則頗受西風影

響，有中西合壁的風格。在整體配置上，建築群不僅表現出與環境融合的特色，更是

臺灣建築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民居建築。

與作家有約

《上網不上癮 -給網路族的心靈處方》

張立人醫師（西雅圖自然診所院長）

▎時間：12/15（二）14：00-16：00    

▎地點：4F 4045 教室

作者針對新興的網路成癮現象，探討其定義、成因？

以及治療之道。書中包含自我檢測量表、網路成癮的類型、

網路成癮造成的不良後果、醫師及諮商者的專業協助等，

加上許多真實案例，以深入淺出的方式，針對一般人常見

的疑惑，完整的加以解說，提供五個預防手機成癮方法、

九個因應電子書包計畫的技巧、五個與成癮者對談的方

式，幫助網友適時離開虛擬網海，走進真實世界，經營美

好關係與幸福人生！

繪本童書園 故事戲劇時間

The Lost Friend

▎時間：12/5（六）15：00-16：00   

▎故事帶領者：本館閱讀志工郭筱晴老師 &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英語志工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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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學系列講座館藏延伸閱讀書展  

臺灣海洋史研究與資料蒐集成果回顧
▎時間：11/13 ～ 12/11     

▎地點：5F 參考室書展展示區

臺灣四周環海，島上住民的維生及交通、生業等活動，向與

海洋關係密切。然而，受到戰後政、軍環境與治安需要的制約，

海洋文化知識不僅受到當局的漠視，甚至逐漸變成一種禁忌。其

結果，自然導致住民對於海洋文化的理解與創作，漸次受到限制，

甚至被迫從這些海洋文化知識中抽離。這樣的現實條件，正好反應在戰後以來的臺

灣海洋史研究中。以目前所累積的相關研究成果觀之，無論在海洋資源、經濟、航

運、工具、海難、海盜，乃至於相關的文學創作與研究方面，相較於臺灣學其他領域，

均顯薄弱。為配合臺灣學系列講座，本館特別展出與臺灣航運、海難研究相關的圖

書資料，讓我們透過本次展出的館藏資料，重新親近這些海洋文化知識。

臺灣民居建築的特色與研究概況
▎時間：12/11 ～ 2015/1/8     

▎地點：5F 參考室書展展示區

臺灣傳統民居建築的興建，一般平民多半就地取材，依照閩

南或客家的風俗習慣，自行起造房舍；具有仕紳身分或殷實富戶

的宅邸，則多使用中國原鄉建材，並且延請知名工匠修造，藉以

表現其個人或家族的身分特徵。這些民居建築為因應當地的自然

地理條件或特殊的人文社會情境，多半會逐漸產生變化，進而形成地方的建築特色。

本館為配合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林獻堂先生與霧峯林家特展」，12 月特別邀請國

立臺南大學賴志彰教授以「從霧峯林家看臺灣傳統民居建築的特色」為題，擔任臺

灣學系列講座主講人；同時，針對臺灣民居建築形式、工法、特色、裝飾、發展、

建築圖冊、照片、調查與研究、保存與修復成果等方面，特別是與霧峯林宅建築群

相關的研究資料，辦理延伸閱讀書展，歡迎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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