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作家有約

105年閱讀節暨臺灣閱讀公園啟動系列活動
時間：12/3（六）上午9時～下午5時
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創意廣場、演藝廳、簡報室、櫻花亭廣場 (823紀念公園內)

大師講堂 : 人人都是科學人，處處可學新知識
主講人 : 曾志朗 (中央研究院院士)
「拓」遍臺灣
‧i 閱讀

歡迎指點一下~
認識點點視界

書本‧去旅行
漂書活動

09:00-09:55

創意廣場
舞臺區

10:00-12:00

「拓」遍臺灣─北投草山篇

10:00-11:00

「拓」遍臺灣─臺南篇

14:00-15:00

i 閱讀～大富翁

11:00-12:00
15:00-16:00

黑暗體驗

10:00-12:00
14:00-16:00

雙視圖書及輔具展

09:00-17:00

古早手工漿糊製作

10:00-11:00
14:00-15:00

我是圖書醫生

閱讀繽紛樂

地點

銀髮勤勞動․
耕讀心生活
活動帳區

活動帳區

閱讀臺灣黏黏看 (裝幀體驗)

11:00-12:00
15:00-16:00

來玩閱讀的遊戲

10:00-17:00

愛書人來說書 : 拜託!請打開這
本書

10:30-11:30

走讀公園 ： 發現生態之美

10:00-11:30
14:30-16:00

活動帳區集合

歡迎光臨奇怪閱讀攤！
獨立小書展&創作體驗

10:00-11:30
14:30-16:00

活動帳區

愛書人「放漂」愛書，讓好書
遇見更多知音。

10:00-17:00

活動帳區+喜閱
臺灣漂書小站

認識神祕中山樓 ：行動故事書

10:00-10:30
13:30-15:00

閱讀中山樓

10:00-17:00
活動帳區
10:00-12:00

偽裝大師：找找可愛的小昆蟲
在哪兒?

13:30-15:30

閱讀市集

音樂、書香、美食都在閱讀市
集!

09:00~17:00

櫻花亭廣場

捐書陪讀

雅博客二手書公益募集

10:00~17:00

活動帳區

時間

填問卷打卡按讚送好禮

10:00-16:00

樂齡主題書展

09:00-17:00

行動博物館

地點

時間：12/14（三）14：00－16：00

本片是2016年臺灣記錄片，由《拔一條河》導演楊力州執導，金馬大

地點：4F 4045教室

智慧閱讀樂：東南科大3C產品示
範教學

10:00-14:00

銀髮人力資源中心現場徵才活動

10:00-15:00

高齡者人力再運用觀念分享
《高年級實習生》電影賞析分享會

13:00-13:30
13:30-16:30

1樓簡報室

寫作可以很輕鬆看見瓦瑤溝

09:00-17:00

活動帳區

五眼樂團樂聲悠揚演奏會

10:00-11:00

舞臺區
櫻花亭廣場

“The Big Bad Wolf 大野狼壞壞”中
英文雙語兒童劇

13:00-14:00

愛的星球‧奇幻星球劇場
《怪獸抱抱》

11:00-12:00

認識世界宗教博物館--闖關遊戲

10:00-17:00

閱讀同樂親子同樂DIY
歡樂故事

10:00-17:00

多元閱讀 follow me
經典或電子書贈送
成語森林紅帽物語APP下載

舞臺區
舞臺區
活動帳區
舞臺區
活動帳區

活動帳區
10:00-17:00

表演
罕見疾病鬥士張瓊玉女士歌唱
及閱讀經驗分享
三圈共攜手 翻轉學習力
閱讀‧藝術‧科技三個學習圈成
果展
共讀分享，智慧循環-學校及教師
的最佳教學補給站

從裝扮、化妝、配色、音樂、舞蹈、建築。
以高鐵設計和飛行。

中和新蘆線永安市場站下車

影后，由原本為紀念金馬獎50年的紀錄片《那時此刻》演變，少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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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溯時代痕跡，講述50年的臺灣故事。

★B1演藝廳座位計有500席，放映前30分鐘開放入座，額滿為止★

牠們對配偶的忠誠度，遠遠超過任何動物，甚至人類。
野鳥的兩性平權世界，值得我們關注!

主題電影院 《跟著電影去旅行》
■ 播放場次：14：00起 16:30起

「愛無限．閱實現」旅行系列講座

12/01（四）
音躍花都

旅行的改變

Attila Marcel

時間：12/17（六）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張錦錦（無障礙旅遊規劃師）
七個月正是開始扶著桌子學站的時候，突然罹患了小兒
麻痺症，她常形容自己像是被困住的鳥，但因勇於嘗試，擴
展了自己的生活視野。
她曾參與YMCA帕拉林肢障滑雪體驗營、日月潭獨木舟
及南投虎嘯山莊飛行傘活動；用自助旅遊的方式享受旅遊中
的挑戰與成就。期望藉著不停地努力，為改善臺灣的無障礙
環境盡一份心力。

12/8（四）
外交達人出任務
Quai d'Orsay
12/15（四）
尋找第三顆星
Third star
12/22（四）
心靈夏令營
Camp

勇敢跨出的第一步，就是更接近夢想的那一步！

臺灣學系列講座館藏延伸閱讀書展

時間：11/1～12/31
14:05-14:25
14:25-14:55

使桂綸美旁白，剪接多部經典電影片段、訪談超過十人以上的金馬影帝

的金馬獎演進史，加入過去影響臺灣的重大社會事件，用電影陪觀眾回

人類從野鳥得到許多啟發。

臺灣民間社會中的「風水」

九昱人文講座 : 閱讀生命的張力

小貝殼工作坊烏克麗麗及舞蹈

野鳥的歷史比人類悠久許多。

105
活動帳區

“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
英語繪本戲劇表演&互動遊戲闖 15:00-16:00
關活動

閱讀公園

動動手，棉紙撕畫提袋書帶著
走!

1051116-圖書館五校稿(10512)-cs4.indd 1

藝術公園

活動帳區

探索神祕中山樓：趣味有獎徵
答
愛的連線 ：
中山樓FB打卡按讚送好禮

活動名稱 / 內容

B1演藝廳

活動帳區

《生活攝影》─野鳥生活的祕密
劉新白（世新大學新聞系教授）

年閱讀節暨臺灣閱讀公園啟動

105年閱讀節暨臺灣閱讀公園啟動開幕式

時間

片長113分鐘

■ 地點：B1 演藝廳

影片欣賞

活動名稱 / 內容

我們的那時此刻 The Moment
■ 播放場次：12/11(日) 一場/14：00 起

地點：5F 參考室入口書展區

12/29（四）
春之峰
Climbing to Spring

■ 地點：1F 簡報室

自幼失去聲音的保羅和出身貴族的阿姨一起在巴黎生活。為
栽培保羅成為一名鋼琴家，自2歲起保羅的生活只有練琴，直
到他遇見住在四樓的普魯斯特女士，讓保羅一步步挖出自己
藏密多年的兒時黑色記憶……。

片長106分

亞歷山大有著精明幹練的政治頭腦，並且隨時謹慎遵從外交
的神聖原則：合法、團結及效率。在新保守主義的美國人、
腐敗的俄國人及貪婪的中國人之間，亞歷山大八面玲瓏，所
到之處必然掀起敬佩與愛慕的旋風。

片長114分

年輕的詹姆斯發現自己患上了癌症，在巨大的打擊之下，他
想起關於威爾斯西部海灣的溫暖成長記憶，於是決定在生日
當天與三位好友一起踏上一段任性而狂野的旅程……。

片長92分

小男孩伊萊覺得自己人生是一場夢靨，因為脾氣暴躁的父親
總是毆打他，而心碎的母親是個無藥可救的毒蟲。十歲生日
那天起他被安置在寄養機構，直到炎炎夏日的某一天，機構
裡來了一位新任輔導員肯恩，他無條件的照顧讓伊萊逐漸試
著敞開心胸……。
從小與父親一同在立山生活的長嶺亨，年後不顧嚴父的反
對，前往東京成為金錢至上的金融交易員。而返鄉出席父親
告別式的他，因重新感受到大自然不可思議的療癒力量，決
定繼承父親的山中小屋。並與在小屋工作的女孩高澤愛與聲
稱是父親友人的男子 Golo 發展出真摯又溫暖的情感。

：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成年親友陪伴觀賞！

[法]

[法]

[英]

片長109分
[英]

片長116分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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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滿12歲之兒童不得觀賞！ ★提醒您依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風水」原意為現場校察地理。這套滲入各種方術思
舞臺區

想，且已具備系統化及理論化的概念，不只伴隨著漢人的入
墾，一併移入臺灣；同時，也深深地影響著，甚至左右著島
上的住民及其生活。進入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及至戰後，由國
家強力主導的西化與現代化，無論在民俗慣習的調查、研究

10:00-17:00

活動帳區

與整理，以及相對應法律、教育、衛生制度的建立，似乎都
無法撼動這套觀念在漢人社會與其生活中的地位。倘若現代殖民國家的權力，都曾在
臺灣庶民生活中刻劃下了標準化與制度化的痕跡，那麼風水概念，顯然是殖民者難以
改變或攻破的堡壘。105年11、12月臺灣學系列講座延伸閱讀書展，將邀請您共同閱
讀這套極具影響力的系統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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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2016 11:42:32 AM

故事童樂會

影片欣賞 1

你永遠是我的寶貝

片長82分鐘 普

時間：12/10（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以＜霸王龍系列＞作品中，十分受到大家喜愛的

時間：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12/14（三）△ 老師變變變 / 麗貞 阿姨

的堅強是甚麼」、「家人的意義」、「拋開種族意識而
共存的意義」等等，本片描寫了看似平凡卻富含重大意
義的內容，這正是宮西老師想傳達給孩子們的極為重要
的事。

時間：即日起～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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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三）△▽ 培培點燈 & 延伸活動 / 源源 阿姨
▽ 大熊校長 / 秀鳳 阿姨
★12/21（三）△ 建築師傑克 / 春梅 阿姨
▽ 超級理髮師 / 素燕 阿姨
★12/28（三）△ 小警長大戰蟾蜍幫 / 素燕 阿姨
▽ 白熊鞋店 / 潛龍 阿姨

永平高中師生主題創作展

愛無限．閱實現
地點：B1 樂學室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地點：4F 雙和藝廊

今年適逢永平高中美術班創立廿年，為慶祝此一難

生活的障礙，而如何讓他們得以在社會中發揮所長，並且與

得的盛事，本次美展廣邀歷屆傑出校友展出個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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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呈現永平高中美術班的每一份子在追求藝術卓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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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上，永不停止地向前邁進，也盼能藉此機會一一拾
起美術班成員們的精彩之作，以記憶那些年曾在永平美
術班齊聚一堂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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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人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在職碩士班西畫創作聯展
時間：12/17～12/28

影片欣賞 2

功夫熊貓3

時間：12/2～12/14

據估算，全球有十億的身心障礙者面臨了許多融入社會

展 覽

宮西達也老師親自執筆所寫下的全新電影作品。「真正

我長大以後要當......

親 子 活 動

「謝謝你愛我」與「真正高興認識你」為故事背景，由

雙和藝廊

身心障礙主題書展

地點：4F 雙和藝廊

《第二人生》，對於師大在職專班來說是再熟悉不

主題書展

片長95分鐘 普

時間：12/24（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過的名詞，當大部份人都還安穩過著生活的時候，他們
選擇打破現狀，以虛懷若谷的態度開始學習，學著怎麼

105年度金書獎

夢工廠動畫超人氣動作喜劇作品【功夫熊貓】推出

時間：12/06～2017/1/31

第三集，內容描述成為神龍大俠的阿波，終於能和失聯

地點：3F 青春閱讀區

當個藝術家，學著怎麼透過繪畫書寫內心，透過觀察、
詮釋，每一件作品都是不同的觀點、不同的聲音。在這

為鼓勵作(譯)者及出版業界共同出版更益於中小企業經

個有趣的過程裡，成就了屬於自己的第二人生。期待透

已久的爸爸相聚，並探訪神祕的熊貓村。然而，擁有強

營者閱讀叢書，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自民國84年起特別規劃

過這次的聯展，能夠做為藝術家生涯的重要里程碑，是

大能力的天煞打算擊敗所有武林高手獨霸天下。為了保

「金書獎-優良中小企業經營管理出版品」獎項，希望透過甄

護族人和熊貓村，阿波必須將熊貓們訓練成武功高強的
「功夫熊貓」以保護整個村落......。

主題書展

選、推薦，帶動中小企業讀書風氣，啟發中小企業業者自我
探討經營模式改變之可行性。今(105)年度參選作品多達197本，經過嚴謹公正的審查

工作變變變
時間：12/1～12/31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英語童話故事城堡】故事戲劇時間 (臺灣閱讀節特別版)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察，我會跟殼斗村派出所的警察叔叔一樣努力維持治安；如
果我是百貨公司店員，我會跟鱷魚先生一樣尋找最適合自己

激盪創作的漣漪，各自表述人生狀態，醞釀成一齣色香味俱全的好畫面。

作業，最後選出17本金書，並向各界推薦。期盼中小企業主及一般民眾來閱讀好書，
掌握管理新知並開拓新視野。

如果我是市長，我會讓每個市民不餓肚子；如果我是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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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起點也好，是階段性審視也罷。以《第二人生》為主題

臺灣閱讀節主題書展

殖民教育的光與影─公學校「國語」教科書展
時間：即日起～12/9
地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圖書館一樓大廳（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34號）

的位置；如果我是建築師，我會跟傑克一樣幫動物們蓋最有

閱讀看世界

特色的房子；如果我是......。

時間：11/29～12/31

您聽過「小學校」和「公學校」嗎？1895年，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臺灣進入日本統治時期，1898年，日本政府發布

本月親子資料中心準備一系列各行各業的精采好書，歡

為提升全民閱讀風氣，每年11至12月為臺灣閱讀節慶活

〈臺灣公學校令〉，設置供臺人學童就讀的「公學

迎親子一起到館賞讀，跟著不同工作的繪本一起角色扮演、

動時間。105年度全臺圖書館舉辦的閱讀節系列活動自11月

校」，日人子弟的初等教育機構則為「小學校」，

體會箇中甘苦喔~

起陸續啟動，而最受矚目的一年一度的嘉年華會於12月3日

一直到1941年〈國民學校令〉頒布後，小、公學校

時間：12/3（六）15：00－16：00

登場。今年本館首度將嘉年華活動場域從圖書館內延伸至戶

才改制為「國民學校」。

地點：本館中和門正前方創意廣場舞台

外公園辦理，營造以藍天為幕、綠地為舞臺的自然閱讀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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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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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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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期待民眾共同響應，重新找回開卷的樂趣。

本次特展由本館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圖書館共
同主辦，本館前身為創建於1914年的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公共

為響應臺灣閱讀節活動，此次書展以「閱讀看世界」為主題，將展出各國城市風

圖書館，典藏為數眾多的臺灣資料。國北教大前身則為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肩負

貌及文化風格等圖書。每個城市獨特的人文風采，都是一頁精彩的篇章，值得我們探

當時初等教育師資培育的工作。本次特展為本館首度與教育大學合作，透過展示當

訪閱讀，期待您加入閱讀的行列。

年的公學校「國語」教科書，與您一同認識戰前臺灣公學校日語教育的實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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