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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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估算，全球有十億的身心障礙者面臨了許多融入社會生活的障礙，而如何讓他

們得以在社會中發揮所長，並且與其他人擁有一樣的平等基礎，

是政府及社會大眾應有的認知及努力的目標，此亦為2015年聯合

國國際身心障礙者日(12月3日)主題強調--「融合的必要：人人

適用的無障礙與賦權生活」。 

本次書展特別精選身心障礙、特殊教育主題相關圖書、雙視

圖書及視聽資料，藉由多元面向的論述，輔以身心障礙者精采的

生命故事與紀錄片現身說法，希望讓一般大眾能更加瞭解身心障

礙者需求、尊重個別差異，共同創造人人適用、友善平權的共融

社會。

身心障礙主題書展

愛無限．閱實現
時間：11/1～12/11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技職教育長期以來在社會上的評價明顯低一級，而這樣的價值觀，不僅不利技職

教育的發展，也無法發掘學生真正的能力與潛力。事實上，技職教育的目的，不僅在

知識傳遞，更希望務實致用，讓學子能將抽象創意，轉為具象的創作，將價值轉為產

值。因此，技職教育可以為社會培養出時尚達人、米其林三星主廚甚至是創業家。此

次「技職教育的天空」主題書展，精選技職教育相關主題館藏，以及因技職教育而成

功的傳記故事。希望青少年讀者經由書展瞭解技職教育的觀念及最新趨勢，並為自己

找到學習及未來的人生方向。

青少年主題書展

技職教育的天空
時間：11/1～12/4      地點：3F 青春閱讀區

陽明山中山樓50週年樓慶活動

2014年第51屆金馬獎追思逝世影人翁大成導演，離世已

三年。他不但在臺灣電影史上留下足跡，在繪畫創作上同樣

展開了豐碩成果。

翁老師於1944年生於台北淡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57級

美術系畢業，後遠赴巴西聖保羅大學美術研究所專修，擅於

繪畫、電影、文學等領域。繪畫風格融合東西方畫法，運用

於中國水墨畫創作，飲譽畫壇。1987年連續獲得第12回日本lMA國際美展法國波扎洛

獎，第23回日本亞細亞國際美展大會交流獎，日本國會金質獎章，並入選法國S、N、

B、A國際雙年展，1988年以作品《禪》參加在北京舉行的當代工筆畫首屆大展，獲”

交流獎”，為第一位在大陸獲獎的臺灣畫家。現為法國國際現代美術家協會、日本國

際現代美術家學會會員。電影作品有《白痴的歲月》、《背影》等，獲臺灣優秀教育

影片獎。著作有《一江淡水向西流》。本展覽展出翁老師近六十幅水彩畫作。

天才的歲月─翁大成的繪畫與未竟之言
時間：11/2～11/15      地點：4F 雙和藝廊

吳啟禎專力書法創作四十多年，精擅各體書法，舉

凡正、草、隸、篆與甲骨、秦漢簡帛文字等，皆能博涉

嫻熟且有自家風貌，他以翰墨的節奏韻律來展現古人詩

詞中的內在情愫，將書法各書體美感揮灑幻化成為美麗

動人的詩篇，讓書法墨韻結合詩詞感情充分發揮，使得

書法藝術形與質相融和、孳生與感動，形成了舞鶴巧妙之姿而兼雲飛幻化無端之狀，

讓書法不只是書寫的樣態，也更有多端變化之形，更寓無盡巧妙之意涵!

此次「心經心情--鶴舞雲飛吳啟禎書法彩瓷藝術展」為吳啟禎將佛教般若心經作

為主題，以不同的書體創作，展現心經文字的內涵及其書體的創作藝術，包含楷隸

行草篆的書寫除了紮實的書寫功夫外，也展現了他獨特的書法風格，讓文字不僅是文

字，也是一門書法藝術。另外，吳啟禎亦將書法創作發揮在陶瓷的書寫與雕刻上，除

了在紙上展現的書法美之外，也將書法藝術做延伸，透過陶瓷媒材的應用，讓陶器的

樸實與壯麗形成了書法的跨界藝術，是一場會讓人發自內心而感動的藝術美展覽。

鶴舞雲飛─吳啟禎書法彩瓷藝術展
時間：11/18～11/29      地點：4F 雙和藝廊 

雙和藝廊

■播放場次：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11/03（四）

簡愛

Jane Eyre

從小在孤兒院渡過悲慘童年的簡愛，在多年努力學習後，被

推薦前往桑費爾德莊園擔任家庭教師。在這裡，簡愛遇到冷

酷的愛德華羅徹斯特公爵，他們欣賞彼此的聰明才智，並在

許多對談中進入了彼此的內心世界。他們的關係也漸漸地從

朋友演變到戀人，進一步的論及婚嫁……。

片長120分

[英]

11/10（四）

卡門

Blancanieves

擁有敏銳味蕾的夏琳妮是個智美雙全的執業律師。印裔背景

的她，來自以廚藝為傲的傳統家庭，即將與倫敦男友締結連

理。因家族裡最重要的兩位總舖師--爸爸和叔叔為家傳食譜

冷戰十年，夏琳妮想藉喜事修復家族關係，埋藏多年的家族

秘密，將在笑淚交融的競藝時刻一一解開……。

片長104分

[西] 

11/17（四）

苦役列車

Kueki ressha

自小被貼上父親是強暴犯標籤的北町貫多，歷經多次轉校仍

使他的青春悲慘無比。中學畢業後他離家出走在碼頭打工渡

日，人生僅剩「香菸、啤酒、閱讀」的貫多在與書呆子下

部正二成為朋友後，仍無法逃避對別人的嫉妒。在19歲青春

漩渦中經歷孤獨貧窮與怨恨哀嘆的貫多將大大改變他的人

生……。

片長113分

[日] 

11/24（四）

白鯨傳奇

 In the heart of 
the sea

故事描述1820年冬天，一艘從新英格蘭出發的捕鯨船艾賽克

斯號，遭受難以想像的敵人攻擊，那是一頭碩大無朋的抹香

鯨，牠擁有超越人類的強大意志力與復仇決心，如惡魔般地

攻擊捕鯨船。這起駭人聽聞的海上真實災難啟發了作家赫曼

梅爾維爾，寫出經典名著「白鯨記」，但是他的故事只寫了

一半……。

片長122分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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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電影院同片連播兩場，當日憑個人借閱證至2樓櫃臺領取號碼單，每人限領2張(請勿重複領取)，領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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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第1場13:45開放進場、13:55開放候補進場、14:00開始播映；第2場16:15開放進場、16:25開放候補進場、

16:30開始播映。現場憑【入場號碼單】入場。詳細領票方式及入場時間，請詳閱現場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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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賞讀文學電影》主題電影院

★B1演藝廳座位計有500席，放映前30分鐘開放入座，額滿為止★

寂寞拍賣師                                       片長131分鐘

■播放場次：11/20(日) 一場/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佛吉爾 (傑佛瑞羅許 飾)  是一位在藝術界享譽盛名的拍賣師，他孤僻

神秘的生活方式也早是眾所皆知，他私下長期與比利 (唐納蘇德蘭 飾) 

合作，用非正當的競標方式收藏他獨鍾的仕女畫作，並與年輕技師勞

勃 (吉姆史特吉斯 飾)  建立起他鮮少擁有甚篤的交情，直到進行一棟

大宅的藝術品拍賣案件，本對科技富有興趣的他，在大宅發現散落各

個角落的神秘零件，觸發了他沉寂已久的好奇心。

The best offer [美]

出版《東方少年》、《亞森羅蘋全集》等多種知名兒童

讀物的東方出版社，是陪伴你我成長的好朋友，但是東方出

版社原址，前身是戰前臺灣最大的書店「新高堂書店」，您

知道嗎？新高堂書店當時獨攬官方教科書的印製，以及總督府圖書館的館藏採購，逐

漸從一個販售書籍、運動用品的小書店，發展成為名號響亮貫全臺的大型書商。除了

新高堂書店之外，還有東都書籍臺北支店發行許多與臺灣民俗有關的出版品；文化書

局由蔣渭水經營，介紹科學新知與中國時事；蘭記書局專售漢文書……等。歡迎讀者

到臺灣學研究中心參觀本展覽，了解戰前臺灣出版產業蓬勃發展的情況。

讀書‧說書‧愛書─館藏舊籍出版類書展
時間：即日起～12/25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書展區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一、慶祝典禮茶會暨記者會 (憑邀請卡入場)

    時間:10:00-11:50     地點:三樓國宴廳

二、中山樓老照片文物特展

    時間:13:00-16:30     地點:三樓國宴廳

中山樓老照片及文物特展，則展出中山樓50週

年紀念專刊所蒐集平常難得一見的珍貴老照片

及中山樓國宴時期的餐飲文物等。

三、季康屏風畫作修復紀錄片首映會暨專題演講

    時間:13:30-15:30     地點: 三樓國宴廳

    講師:凌春玉女士

邀請參與季康屏風畫作修復拍攝計畫之凌春玉

女士，介紹修復計畫始末及畫作欣賞。

四、二樓元首休息室限定開放參觀

    時間:13:00-16:30     

    地點:二樓元首休息室

平時不開放參觀之二樓限定開放，如蔣中正總

統辦公室及蔣夫人休息室、蔣經國總統休息

室、兵棋推演室等，一窺其神祕面紗。

五、嘉年華園遊會

    時間:13:00-16:30     地點: 中山樓戶外廣場

   熱鬧嘉年華園遊會，有認識國立臺灣圖書館及中山樓、闖關贈書活動、文創品販

售、DIY手作坊……等。

六、中山樓之美寫生彩繪比賽

    時間:13:00-16:30     地點:中山樓戶外廣場

    藉由彩繪及寫生讓下一代認識中山樓，歡迎國中生至幼兒參加，開放現場報名。

七、紀念郵戳臨時郵局

    時間:13:00-16:30     

    地點:1樓文化堂川堂

中山樓50週年樓慶
時間：105年11月12日 (星期六)    

地點：陽明山中山樓 (臺北市北投區陽明路二段15號)    

   當日全面開放、免費參觀、歡迎蒞臨  (13:00-16:30) 

今(105)年適逢中山樓建樓50週年，本館為重視此重要之歷史性時刻及其紀念意

義，為彰顯其無形之國家象徵價值，故舉行盛大慶祝活動，重現中山樓經典絕代風

華，並將此國家獨特文化資產與全民共享、共同慶祝和全體國人一起見證這個光榮的

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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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當日下午全面開放、免費參觀、歡迎蒞臨】

(下午1時∼４時３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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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查爾斯舒茲創作並聞名全球的經典連載漫畫《花生

漫畫》，其深受喜愛的角色史努比、查理布朗及一群可愛

的小朋友，將首度以電腦動畫呈現，並由《冰原歷險記》

導演史提夫馬提諾指導。大家都喜愛的查理布朗帶著樂觀

的態度，想要追求心儀的同學，而史努比是他最忠實的軍

師。史努比這條世界上最可愛的小獵犬，成天幻想著當一

個王牌飛行員，他要飛上天空去追逐他的頭號剋星紅色男

爵……。結合夢想與歡樂，【史努比】帶來動人的冒險，

證明每個人都有實現夢想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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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三）△▽ 19個野丫頭和我 & 延伸活動 / 源源 阿姨    

★11/09（三）△ 頑皮公主不上學 / 麗容、素娥 阿姨      

                        ▽ 自己的顏色 / 素燕 阿姨

★11/16（三）△ 酷媽也瘋狂 / 寶英 阿姨      

                        ▽ 爸爸大集合 / 春梅 阿姨

★11/23（三）△ 鱷魚和長頸鹿：搬過來搬過去 / 淑慧 阿姨 

                        ▽ 魔法骨頭 / 琬妤 阿姨

★11/30（三）△ 歐弟，你的朋友 / 麗貞 阿姨        

                        ▽ 紅公雞 / 繼英 阿姨

賴榮年（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西結合科主治醫師）

中醫學的經絡理論，某些程度上解釋了交感神經、

副交感神經所組成的自律神經系統，經絡與自律神經系

統之間，竟有著無窮的異曲同工對治之妙！賴榮年醫師

將自律神經系統，從解剖分布位置、血管循環、運動神

經的互動表現、內分泌系統各激素改變的關係、與自律

神經系統表現在人體的症狀加以分析、解構、重組後的

解讀，得到了極大突破的心得。

因此，賴醫師將這觀念用於中醫的臨床取穴、用藥

處方，竟躍進式的，得到比傳統各種針灸理論及針術，

更理想的身心症3療效成果。自律神經失調的治療，在臨

床選穴時應考慮交感、副交感神經分布的解剖位置，及經絡穴道的主治特性，便可

用針刺阻斷續發的自律神經失調症狀；本講座提供中西醫併治之醫學新知，認識自

律神經失調的身心症，並不是那麼難治。

【冰雪奇緣】、【大英雄天團】製作團隊全新力作。

本片故事發生在一個現代化的動物城市，在這裡肉食和草

食動物們和平共存。女主角哈茱蒂是動物方城市新到任的

警官，也是第一位成為警官的兔子。但沒想到她一到任就

感受到長官和其他同事異樣的眼光，沒多久更被捲入一件

奇案當中，城市接二連三發生失蹤案件，為了追查真相，

哈茱蒂被迫要和一位狐狸尼克合作。要知道兔子和狐狸本

來就是天敵，所以一開始他們不太對盤，後來隨著案情升

溫，有更大陰謀正醞釀著，他們必須通力合作，才能揭發

幕後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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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欣賞 1

史努比 片長93分鐘        

時間：11/12（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影片欣賞 2

動物方城市 片長109分鐘  

時間：11/26（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故事童樂會

男孩 ? 女孩 ?   
時間：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主題書展

男生女生ㄆㄟˋ
時間：11/1～11/30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與作家有約 1

《中西醫併治遠離身心症，經絡與自律神經的協奏共舞》

時間：11/19（六）10：00－12：00      地點：B1 演藝廳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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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戲劇時間

過…過…過馬路
時間：11/5（六）15：0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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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 )

臺灣民間「風水」的植物想像

時間：11/12（六）09：30－12：20      地點：4F 4045教室

劉還月（民俗文化作家、資深文史工作者）

臺灣傳統漢人社會是個缺乏教育的社會，一代代先

人累積的生活經驗，只能以身教的方式傳承給下一代，

卻沒有大量傳播的管道。為了讓歷代先民累積的經驗，

能確實地被傳承與遵守，先民只好選擇透過「禁忌」的

方式，達到傳播的目的。活人居住的場域稱為風水，主

要是人需要有陽光、空氣和水等良好的生活環境，選擇

住所不只要安全，更必須是藏風聚氣、水源豐沛之地；

相對於亡者，講究的則是「入土為安」，選擇一塊前有

案、後有屏障之地，才能確保屍骨的永安，這也就成了

陰宅的地理玄學。臺灣傳統漢文化中的風水、地理觀念，其實來自於自然地理的概

念，再加上人類存活幾千年所累積出的環境哲學。本次講座將依序介紹風水和地理之

別、臺灣人對「好風水」的期望、風水與植栽的搭配、樹如何分陰陽、風水植栽的環

境科學及我們該不該信風水六個主題，透過臺灣傳統漢人生活中「風水」的植物想

像，重新檢視這些在現代生活中看似迷信、斷裂的生活習慣，如何持續深深地影響臺

灣的庶民生活。

臺灣學系列講座

《森林益康：森林療癒的神奇力量》

時間：11/30（三）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與作家有約 2

林一真（馬偕醫學院全人教育中心專任教授）

什麼是森林益康？

森林益康是活用森林環境來促進健康的方法。全方

位地運用森林環境，透過休閒和勞動、身心療癒和諮商

等活動，來增進健康。凡是在森林裡散步、進行教育、

復健、療癒、諮商、團體活動或植物芳香治療等活動，

都屬於森林益康的範圍。

本書為國內第一本介紹森林益康的專著，寫給想重

回森林懷抱的你，結合醫學、心理學、森林學、環境

學、景觀設計等領域的研究，既有堅實的理論基礎，亦

具備實際應用的價值。

普

《土地的聲音：聽見臺灣最美好的人‧事‧物》

時間：11/19（六）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李百文（本書作者）

李百文，因工作過度罹患飛蚊症，視力嚴重受影響，而心生感悟，更能體會視障

者無法看到美麗世界的無奈，毅然辭掉工作，背起沉重的

行囊，獨自騎著檔車上山下海，走過全臺大小鄉鎮，收錄

在地的特色原音。

她說：「當你閉上眼睛，不用視覺走馬看花，用最慢

的速度走過每一塊土地。當你張開耳朵，只用聽覺靜靜聆

聽，用歸零的自在感受土地生命力。用聆聽的角度，認識

我們最熟悉的地方─『臺灣』。走不一樣的路、聽不一樣

的聲音，用聽的旅行、用心的意義。」

就請試著閉上眼睛，讓耳朵帶領我們去旅行。

「愛無限．閱實現」旅行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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