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
片
欣
賞

展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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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一直在我們周圍，無所不在。除了出現在住家附近的社區圖書館，世界各

地還存在著不同風格、具有歷史或宗教意義的偉大圖書館，例如2002年重建的世界最

初圖書館—亞歷山大圖書館，以及位於歐洲有著世界最美圖書館之稱的斯拉特霍夫修

道院圖書館。即使不是親臨現場，圖書館也出現在許多的電影場景或是小說家筆下，

例如哈利波特系列電影中具有「魔法」的圖書館；而日本暢銷作家村上春樹也常將圖

書館寫進他的小說中。

本次「圖書館‧無所不在」主題書展，將利用館藏介紹現實世界中、影像及文字

創作中的圖書館。展出圖書包括《世界圖書館紀行》、《烽火守書人》及創作小說

《圖書館革命》等。期望透過書展讓您發現圖書館無所不在且超乎想像。

主題書展

圖書館‧無所不在
時間：10/4～10/30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現在的青少年讀什麼書呢？《哈利波特》、《暮光之城》開啟青少年讀奇幻小說

風潮，而包括青春、戀愛、奇幻、恐怖等不同類型的「輕小說」，更是近年來風靡青

少年的讀物。然而除了奇幻及輕小說，青少年應該有更多元的閱讀風貌。

此次「青少年小說」主題書展，精選館藏中本土作家及日、韓、德、美等各國青

少年小說，希望青少年讀者經由書中主角的眼睛觀察世界、體驗人生，進而產生共

鳴；也能因而提供青少年認識自己、體會人生、觀察世界的機會。

一般圖書及政府出版品主題書展

青少年小說
時間：10/4～10/30      地點：3F 青春閱讀區

雙和藝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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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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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昭華透過細膩的寫實手法，描繪日常，剖析內心

體會，用真摰直接的表白邀請觀者共嗚。

本次展覽的主軸［你在那裏］， 敍述的正是都會人依

賴的大眾捷運，在擁擠的車廂，或是等待的月台，以光

影為媒材，透過車窗玻璃的折射，讓熟悉平凡的場景有

了迷離的浪漫，虛實幻化中，演繹你我難以反擊卻無法漠視，那種緊密又疏離的關

係。展覽另一部分則是創作者對光陰及世代傳承的感懷。無論是市集上老人或身旁的

母親，以冷靜的筆觸建構底層沈靜的情感姿態，以不喧 敍熱情，傳達真切的關懷。

你在那裏─徐昭華油畫創作展
時間：10/5～10/16      地點：4F 雙和藝廊    

書籍是為傳播知識學問而設；商周尚未產生正

式書籍。簡冊上承甲骨金文，當時是圖書的第一種

正規形制；之後出現簡冊、縑帛書、帛畫、地圖，

而孔子刪詩書，贊周易，訂禮樂，修春秋，刪定六

經，其意義為標誌書籍正式產生。後魏帛書減少，

六朝出現紙卷軸，唐代出現經摺裝，唐末五代出現

黏頁、包背和縫綴裝，蝴蝶裝盛行于宋元，至明代中期包背裝盛行，明萬曆年間線裝

書開始興盛，清代書籍多為線裝書。本次與民間藏書家合作展出珍貴古典文獻，在時

間為古代各式裝幀，空間上橫跨東亞，也包含韓國與日本，值得民眾細細觀賞。

傳世聚珍談裝幀特展

時間：即日起～10/27      地點：5F 特展室 

圖書醫院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一般的繪畫可分為再現（representation）與表現

（expression）二種，也就是康丁斯基所指的物質的繪

畫和精神的繪畫，前者是經由視覺的傳達來感動觀賞

者，後者則是通過心靈的激盪與觀賞者產生共鳴。創作

大部分是屬於抽象、超現實作品，多元的創作題材幾乎

都是取自於日常生活周遭令作者悸動的事與物，經過解

構與再構後，也許是原意的重現，也可能是再生的詮

釋，大半人生在海外度過的作者，嘗試著藉由彩筆和觀賞者分享生命歷程中難忘的片

刻、對社會的關懷與反思及對家鄉的熱愛與懷念。

2016 我思我在─施淑惠油畫個展
時間：10/19～10/30      地點：4F 雙和藝廊    

當代臺灣自然書寫
時間：9/1～10/31      地點：5F 參考室書展展示區

有別於過去對自然景物的描述式、感懷式書寫，近期以全球性環境與生態為終極

關懷的「自然書寫」，則運用流變、擬造、虛擬生態等概念，嘗試重新詮釋人與環境

交疊的生存樣貌，以及勾勒人與其他物種相

互依存的生命圖景。自然書寫以文學介入自

然，無論身處於何種環境，皆致力於描繪身

體與意志的自由、捕捉生命的優雅。臺灣當

代的自然作家們，也正在以自然書寫標示一

個「新地球」的文學想像，建構著臺灣學的

另一個烏托邦。

臺灣學系列講座館藏延伸閱讀書展

如果從太平洋看臺灣的話，臺東不是「後山」，是臺灣航向世界的門戶！

1909年，臺灣行政區域由20廳整併為12廳，將花蓮港廳自臺東廳下獨立設治，

臺東廳遂指今臺東縣境。當時臺東廳下普通行政區域內設有臺東、里壠 敍（關山）、新

港、大武等支廳，其中，臺東支廳下設「臺東街」，這裡也作為臺東支廳的核心地

區，廣受時人注目。

1936年至1939年間，綜合性雜誌《臺灣公論》刊載

了一系列臺灣各地的鳥瞰圖，其中就包含了臺東，除了你

我熟悉的知本溫泉、紅葉溫泉、臺東製糖會社，以及當時

號稱東洋第一的臺東大橋之外，蘭嶼、綠島與黑潮，共同

勾勒出臺東地區的地景圖像。本次「鳥瞰臺灣」特展，特

別展出《臺灣公論》上連載的各地鳥瞰圖，與您一同回味

一九三○年代地物景貌與豐富的歷史人文。

鳥瞰臺灣─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特展

時間：10/6～12/31      

地點：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1F廊道（臺東市豐田里博物館路1號）

館外特展

■播放場次：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10/06（四）

一路有你

The Journey

個性保守的全叔反對將美蓉的終生托付給洋人，但女兒的執

著終讓他妥協，但他們必須辦華人式的傳統婚禮。遵循習

俗，女婿須跟著岳父去發喜帖。於是兩人展開了一趟公路之

旅，但發喜帖的過程跌宕累人，讓語言不通的全叔和班杰明

開始互相照顧，兩人不同的價值觀和意見，可否在得到化

解，讓美蓉得到幸福？

片長110分

[馬]

10/13（四）

印度總鋪師

Jad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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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分

[印] 

10/20（四）

披薩的滋味

Crow’s Egg

愛吃烏鴉蛋的兩個小男孩，為了想一嚐披薩的滋味，歷經重

重困難、展開意料之外的冒險。電影以童趣的角度，點出貧

富地位的隔閡，也道出全球化帶給印度的衝擊。

片長91分

[印] 

10/27（四）

新娘爭霸戰

 Battle Of The 
Bride

富二代的泰是超級放電機，同時有五個女伴：傷心空姐，她

當時為了分手而哭泣，泰的厚實肩膀讓她淪陷。精明女醫

生，打理醫院和打理臥房一樣，但為人奢侈，無法做賢妻良

母。風騷女演員，本來是C咖因為美貌而被泰欽點為電影女配

角。幹練女主廚，一家高級餐廳的大廚，泰深深著迷於她強

悍的個性。純真美少女，每個男人心中的夢幻情人，是泰唯

一真心對待的女性。他會為了一棵樹放棄整座森林嗎？其他

的女友又會安份退出這場愛情遊戲嗎？

片長100分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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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東南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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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者優先入場，額滿為止★

內布拉斯加                                     片長115分鐘

■播放場次：10/23(日) 一場/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本片入圍第86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等大獎，以及第66

屆坎城影展最佳男演員獎。

已屆七旬的伍迪 ( 布魯斯鄧恩飾 ) 收到中獎通知，於是他走上高速公路，企圖從

蒙大拿州步行一千五百公里到內布拉斯加州領取獎金。然而，卻被警察發現後帶

回，一事無成的他也讓妻子凱特相當嫌棄，好險還有兒子大衛配合伍迪上演他的

「妄想戲碼」，通知親屬和鎮民這個「家有百萬富翁」的新消息，但事情卻一發不

可收拾……

Nebraska

★電影導賞活動–導賞人/黃英雄老師( 臺灣編劇藝術協會 理事長 )★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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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改編自宮西達也的著名繪本《你看起來很好

吃》，內容以慈母龍、霸王龍以及甲龍寶寶之間的互動，

描繪親子之間的深情。父母對孩子的愛，並非僅是來自於

血緣天性；宮西達也以一貫的幽默風格，將恐龍親子之間

的深情表露無遺，即使是小小讀者，亦可感受到恐龍父母

對孩子的無私付出和不求回報的愛。如果您已看過這本繪

本，可從動畫版本的生動呈現重新認識它；如果您尚未看

過這個故事，歡迎您一同來欣賞這部精采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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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三）△ 誰來吃午餐 / 秀鳳 阿姨            

                        ▽ 恐怖紅蘿蔔 / 琬妤 阿姨

★10/12（三）△ 更大更大的鍋子 / 淑慧 阿姨       

                        ▽ 馬鈴薯姑娘有個夢 / 秀鳳 阿姨

★10/19（三）△ 白菜夫人怕蟲蟲 / 寶英 阿姨       

                        ▽ 獾爸便當店 / 春梅 阿姨

★10/26（三）△ 不要打翻牛奶 / 素燕 阿姨         

                        ▽ 我的幸運日 / 繼英 阿姨

張瓊玉（生命鬥士罕見疾病患者）

罕見疾病馬凡氏症候群，帶來生命中無法擺脫的麻煩事一

大群。一個從小到大被叫「怪物」的女孩，異於常人的高瘦外

型，病痛不斷的殘弱身軀，心臟、眼睛、脊椎八次手術，兩度心跳停止，讓她曾經

逃學、封閉自我。她歷經一次次的倒下，又一次次地從生命的泥沼中爬起，作者馬

凡人生淬鍊出她不畏麻煩的堅忍毅力，用僅存0.1的左眼微笑看世界，以經歷21個小

時重組過後的心臟，跳動精彩的生命樂章。

隕石擦身過，老大換誰做？！ 如果隕石偏離軌道，

如果恐龍沒有滅絕…… 一隻年輕恐龍阿羅，身材嬌小的

他總覺得樣樣比不上他的哥哥姐姐。在一場山洪暴發的意

外之中，父親為了救阿羅而喪生，阿羅因此非常自責。 

後來他又發生意外掉落河中昏迷，就這樣隨波逐流遠離了

家鄉！當他清醒之後發現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 有一位

人類小孩小巴與他作伴尋找回家的路，途中他們遇到一些

動物，有些給他們善意幫忙，有些卻也帶給他們生命威

脅……阿羅在尋找回家的路上和人類小孩小巴發展出一段

跨越族群的友誼。 紅的、黃的、藍的、綠的、黑的、白的……，哇嗚，到

底吃什麼顏色好呢?躲在字裡行間的美味，除了引導孩子認

識不同的食物，也學會惜物不浪費的重要。本月親子資料中

心準備一系列精采好書，歡迎您到館一起欣賞如何把繪本變

好吃喔~

影片欣賞 1

你看起來很好吃 片長90分鐘        

時間：10/8（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影片欣賞 2

恐龍當家 片長101分鐘  

時間：10/22（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故事童樂會

你看起來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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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繪本變好吃了
時間：10/01～10/31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與作家有約

《向麻煩 SAY YES》

時間：10/12（三）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普

故事帶領者：本館閩南語組閱讀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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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閩南語故事戲劇時間

蛇郎君
時間：1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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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彩五十，再現風華」中山樓文化堂系列講座
時間：10/01～11/19      

地點：中山樓 1F 中華文化堂 (臺北市北投區陽明路二段15號)    

陽明山中山樓50週年樓慶活動

陽明山中山樓興建於民國55年11月，迄今雄偉聳立於陽明山逾半世紀而風華

不減。為歡慶中山樓建樓五十週年慶，特邀請專家學者假中山樓文化堂舉辦「精彩

五十，再現風華」系列講座。本系列講座共10場，全程免費，需事先線上報名，歡迎

踴躍參加，以多元角度欣賞中山樓之美。

《坐輪椅也要旅行》

時間：10/29（六）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鄭 鈴（本書作者）

從小罹患脊髓性肌肉萎縮症，不僅打破醫生說她「活

不過成年」的預言，更用僅剩十分之一肌力的右手拿起畫筆，屢獲大獎，設計作品備

受各界肯定；喜好接觸不同的事物，即使坐輪椅，仍克服重重挑戰，到國內外自助旅

行，她說：「旅行和繪畫在我內心某種程度是相同的，長時間與畫布為伍是在檢視自

己的內心，到了陌生環境才深刻體會到自我的感受。」透過近距離的對話與互動，分

享個人旅行的經驗，「旅行」是夢想的延伸，拋開一切煩惱，一起去旅行吧！

「愛無限．閱實現」旅行系列講座

《黑》

時間：10/11（二）14：00－15：30 （13：30 開放入場，額滿為止）

地點：1F 簡報室    導演：柯金源   片長：58分鐘  

2016臺灣紀錄片巡迴─影片欣賞

黃澄澄的稻穗，隨風搖曳著，割稻機開入田中，準備收成，這是農民最期待的

時刻。臺灣農地面積83萬公頃，超過國土總面積的五分之一，

這些土地具有糧食生產、水分涵養、生態平衡和國土保安的功

能。但是，近三、四十年來，臺灣農地已經因為都市計畫、區

段徵收、工業區與科技園區興建，或農舍與房地產炒作而逐年

減少，因受到污染或休耕的農地面積也持續增加，糧食自給率

已經亮起紅燈，而我們仍然掩耳盜鈴、自欺欺人地繼續離農、

棄農、甚至滅農？一旦農地出現危機，會只是農民的問題嗎？

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生存賴以為生的食物、水分、生活

環境，還能安在嗎……

普

時間 講題 講師 經歷

10/01 (六) 
14:00-17:00

山中傳奇-中山樓建築之美 李乾朗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教授 

10/06 (四) 
13:30-16:30

陽明讀景 王   鑫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教授

10/15 (六)　
13:30-16:30

陽明山中山樓與國民大會 李福鐘
國立政治大學

臺灣史研究所系主任

10/16 (日) 
09:00-12:00

中山樓50尋寶去
秘探中山樓珍貴動產

凌春玉 藝術史學者

10/16 (日) 
13:30-16:30

季康仕女屏風五十年修復大事紀 林煥盛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文化資產維護系助理教授

10/20 (四) 
13:30-16:30

細說螺鈿 陳甫強 螺鈿藝師

10/22 (六)　
13:30-16:30

臺灣傳統建築賞析 楊仁江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副教授

10/27 (四) 
13:30-16:30

畫與詩書的對話
歐豪年繪畫作品賞析

李婉慧 歐豪年文化基金會秘書長

10/30 (日)　
13:30-16:30

談中山樓生態與變遷
暨臺北市生物多樣性指標

李培芬
國立臺灣大學

生態學與演化生態學研究所教授

11/19 (六) 
13:30-16:30

美石饗宴
王秀杞雕刻藝術之美

王秀杞
臺灣雕塑學會會長 
中華文創學會會長

近百年來，臺灣這個島嶼，經歷過許多不同政權的統治，原住民一直處在被統治

者的位置上，不僅自身文化發生改變，同時被賦予各種不同的稱呼，成為當代政權宣

傳政績的工具，帶來大量的刻板印象及歧視。這部紀錄片的主角是一個太魯閣族的老

人，藉由他的生活狀態與歷史記憶做連結，穿插資料影像為佐證，看見當代政策帶給

原住民的影響及變遷。最後，

從老人的狩獵過程，體現原住

民文化的精隨，與「正名」的

歷史做呼應，象徵其發聲權及

主體性的回歸。

時間：10/18（二）14：00－15：30 （13：30 開放入場，額滿為止）    

地點：1F 簡報室    導演：蘇弘恩   片長：73分鐘  

《靈山》

普

1050921-圖書館三校稿(10510)-cs4.indd   2 9/26/2016   9:45:17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