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說故事時間：每周六、日10：30~11：30 

　　　　　　　 ( 成員：潘德琳、賴靖宜、李春梅、章寶英 )

★ 1/07 (六)︰小兔彼得的故事　  

★ 1/08 (日)︰小兔班傑明的故事

★ 1/14 (六)︰兩隻壞老鼠的故事  

★ 1/15 (日)：青蛙吉先生的故事

★ 1/21 (六)：小兔彼得的故事　  

★ 1/22 (日)：母鴨潔瑪的故事

影
片
欣
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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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放場次：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01/05（四）

唱快人生

Quartet

三名退休好友雷吉、威爾夫和西西，住在一間與世無爭的安養
院裡，三人偶爾拌拌嘴、敘敘舊，過著悠閒的生活。然而，一
天來了一名不速之客珍(瑪姬史密斯飾)，原來她不只是歌劇界
大名鼎鼎的天后，還是雷吉的前妻，她的到來打亂了所有人的
生活，更讓今年的募款演唱會陷入危機，四名最好的演員，也
是最好的朋友該如何化解新仇舊恨，再次站上舞臺，唱出人生
新樂章？

片長98分

[英]

01/12（四）

孕轉人生

CAN

艾莎與契馬結婚多年始終膝下無子，不能生育這件事嚴重打擊
契馬的自信，為了保有他的男子氣概，重振雄風，他決定領養
一個孩子。為了掩蓋自己不孕及領養的事實，他要艾莎假裝大
肚子。這天，領養的孩子來到他們的身邊，艾莎無法諒解契馬
這一切荒唐的行為，遷怒哭鬧的嬰兒，把自己反鎖在房間，契
馬承受不了突如其來的壓力，突然一走了之，面對沒有血緣關
係的強強，艾莎頓時成了單親媽媽……。本片探討回教國家關
於不孕症與領養關係以及土耳其人口販賣問題。

片長106分

[土] 

01/19（四）

騎動人生

Tour de Force

年過40的阿佛是個不折不扣的中年魯蛇，他的兒子瞧不起他，
他的老婆指責他。為了躲避令人沮喪的日常生活，他把所有時
間都花在心愛的單車上，當妻子發現他居然不顧家族旅行，執
意代替公司選手參加今年的環法大賽後，終於受不了帶兒子一
起離開他。直到認識普列提後，阿佛的生命才默默起了變化，
同是天涯淪落人，受到前風光運動經理、如今也是廢材一枝的
普列提影響，阿佛下定決心要實現他這個深埋已久的童年夢
想……。

片長98分

[法] 

01/26（四）

漸動人生

 You’re Not You

原本是知名古典鋼琴家的凱特(希拉蕊史旺)，被確診為肌萎縮
性側索硬化症(ALS)，俗稱漸凍人症，因為患者身體會慢慢無
法活動，如同被漸漸凍結般。為了照顧凱特，她的先生伊凡
(喬許杜哈明)，試著尋找一位全日看護，來應徵的卻是一點經
驗都沒有的大學生貝可(艾咪羅珊)。身心都處在低谷的凱特決
定雇用她，在兩人磨合的同時也獲得了寶貴的友誼，趣感人的
日常互動令人動容。

片長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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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系列》主題電影院

★B1演藝廳座位計有500席，放映前30分鐘開放入場，視障者優先入座，額滿為止★

鳥人                                             片長119分鐘 [英] 

■播放場次：01/15(日) 一場/14：00 起                ■地點：B1 演藝廳

由墨西哥名導阿利安卓崗札雷伊納利圖執導，基頓演出一位企圖證明自

己是位藝術家的過氣演員雷根，他希望能在百老匯東山再起，但在此之

前他必須面對自己的自尊以及剛出勒戒所的女兒珊、搶戲十足的配角麥

克，此外現任女友與前妻也來攪局，逼得他喘不過氣……。機智、富有

想像力的情節和眩神迷的攝影，導演以驚人的場面調度集合艾瑪史東、

愛德華諾頓等一票精采演員，一同打造這部「大膽，原創」而得獎無數

的傑作！

Birdman

 時間：即日起～1/31      地點：3F 青春閱讀區

展 

覽

好書交換

106年好書交換活動

 收書時間：1/10～1/20

   （週一休館，週二至週日14：00-19：00）     

 收書地點：3F 服務櫃臺

 換書時間：1/21（六）14：00-16：00

 換書地點：B1 樂學室

為鼓勵閱讀，同時提供民眾分享閱讀樂趣及

知識交流的管道，辦理好書交換活動；並藉由圖

書交換、推廣資源再利用之風氣。

終身學習研習班

第60期終身學習研習班招生中，歡迎您加入學習行列 !

 現場報名︰1/3 起～1/25止

    (未開課前各班仍有剩餘名額，現場報名繳費，詳見繳費方式說明)

 現場繳費時間︰週二～週五上午9：00-12：00，下午1：30-5：00

    至6樓企劃推廣組；國定假日不收費。

 簡章索取：本館1樓服務臺、本館網頁 / 活動訊息 / 研習班查詢

 招生洽詢︰企劃推廣組 2926-6888 分機 5405 余小姐。

行動展覽館

106年下半年度「行動展覽館」開放申請 !

 時間：即日起～2/28 

您看過「行動展覽館」了嗎？為推廣本館臺

灣學特色館藏，本館規劃了「館藏臺灣學研究

書展─行動展覽館」，展覽主題計有「美術設

計」、「寫真帖」、「地圖」、「體育運動」及

「廣告」等5檔，免費提供高中職以上大專院校

及公共圖書館展板申借，歡迎踴躍申請！詳見本

館「臺灣學研究中心」網頁，或電洽 (02) 2926-

6888 # 5412 周小姐。

雙和藝廊

波特女士誕辰150周年巡迴展─走入小兔彼得的世界

 時間：1/3～1/22       地點：4F 雙和藝廊

世代流傳、歷久彌新的百年經典童書：波特經典童話故

事集。

1902年誕生的小兔彼得是世界知名的童書主角，而一手

催生小兔彼得與眾多可愛故事主角的作者—碧雅翠絲．波特

更是一位擁有非凡經歷的傳奇女子。她所創作的23本《波特

經典童話故事集》，暢銷全球已超過1.5億冊，是全世界各世

代兒童共同擁有的閱讀經驗。

《波特經典童話故事集》不僅是兒童文學百年經典，更

榮獲紐約公共圖書館推選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世紀之

書」。2017年適逢碧雅翠絲．波特誕生超過150年，本館特

別邀請青林國際出版公司共同企劃主辦「繪本經典波特150

年特展—帶你走入小兔彼得的世界」特展，希望帶領大家重

新認識波特與其創造的精采童話世界，並且以新世代的閱讀

角度，感受百年經典童書新魅力！

 講座活動 ( 提供教師、公務員學習時數 )

 開幕儀式暨《穿長靴的小貓》新書發表會

★遇見小兔彼得/青林

1/07(六) 14：00~16：30  

★遇見小兔彼得/青林你走入小兔彼得的世界—百年繪本經典新魅力 / 莊世瑩老師

1/14(六) 14：00~16：00   

1/21(六) 14：00~16：00 

 導覽時間：

★假日導覽：每周六、日09：00~12：00

★平日導覽：週二～週五請預約申請 "mail:ysh@mail.ntl.edu.tw"

為鼓勵作(譯)者及出版業界共同出版益於中小企業經營者

閱讀之叢書，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自民國84年起特別規劃「金書

獎--優良中小企業經營管理出版品」獎項，希望透過甄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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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公正的審查作業，最後選出17本得獎金書，並向各界推薦。

期盼中小企業主及一般民眾過閱讀好書，掌握管理新知並開拓

新視野。

主題書展

105年度金書獎

 時間：1/4～1/31      地點：2F新書展示區

近年來飼養寵物的人越來越多，寵物的商機也隨之增加，

寵物餐廳、寵物旅館、寵物諮商師等相關行業也層出不窮，顯

現出現代人對於寵物的重視，許多人與寵物不只是一般的飼主

關係，而是建立起親密的親情或友情。

本次書展以寵物的食衣住行育樂為主題，展出如何與寵物

溝通、旅遊、照護、訓練，解答飼主們的疑惑，歡迎大家一起

進入寵物的可愛世界。

毛小孩的食衣住行育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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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威宇（本書作者）

本書作者陳威宇，過去曾被動完全接受傳統歌唱知識及方法，經努力練習後，聲

音依然沒有明顯進步，也曾被多位老師認定沒歌唱天分，因為堅持不放棄，遠赴北京

拜師學唱，五個多月內找到讓自己擴張十度真音音域的歌唱方法，勝過以往五、六年

的學習，同時在音量的控制與音質上的優化也有飛躍式

的進步。

在學習及教學的經驗中，無論從孩童到年長者，業

餘或是專業歌手，於歌唱上一直都在尋求上述問題的解

答，但其實，唱歌不需要練肺活量、不用管頭腔共鳴、

甚至不可聽自己的聲音？

從醫學、物理學、心理學等科學根據，拋開既定歌

唱思維與複雜技巧，回到最初的聲音，找回真摯動人的

歌唱法，唱出自我、讓歌聲自由！同時越來越多的科學

研究顯示，唱歌是可緩解壓力，對人的精神健康是有助

益的！

親
子
活
動

講 

座

曾以《功夫熊貓》入圍奧斯卡金獎名導的馬克奧斯

朋，首次以動畫電影型式改編法國傳奇作家安東尼聖修伯

里的經典小說《小王子》，帶領大家重溫世上最受喜愛的

故事，找回最初閱讀《小王子》時的感動。他領軍好萊塢

與歐洲首席動畫團隊，集結好萊塢眾星獻聲配音，將世界

最暢銷的經典書《小王子》全新改編，首度登上大銀幕，

《小王子》電影版猶如小王子遇上了《天外奇蹟》，動畫

結合3D、手繪以及定格技巧，畫面豐富精緻，經典故事全

新感動，獻給所有曾經是小孩子的每個人，「我們心裡的

小王子長大了嗎？還快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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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4（三）△ I Spy : 名畫中的動物 / 楚萍 阿姨 

                        ▽  屁屁偵探：噗噗 ! 消失的便當之謎 / 秀鳳 阿姨    

★01/11（三）△ 跟著線條走 / 素真、淑卿 阿姨       

                        ▽ 什麼不見了 / 春梅 阿姨

★01/18（三）△▽ 小威龍和我的海上㝷尋寶 / 琬妤 阿姨

★01/25（三）△ 探險小奇兵 / 麗貞 阿姨         

                        ▽ 猜謎小旅行 / 淑慧 阿姨

出乎意料！極致爆笑！包準讓你合不攏嘴！ 逗趣、誇

張、滑稽、適合各年齡層！沒台詞也爆笑的真正喜劇！ 最

適合充滿好奇心及喜歡新奇事物的大人和孩子們！這是一

個發生在52街交叉路口附近下水道的故事……在52街交叉

路口附近的下水道，住著兩隻蟲蟲--瑞德和耶魯，他們每天

都期盼著從天而降的口香糖、糖果、冰淇淋、爆米花等，

好讓他們飽餐一頓，但兩蟲萬萬想不到天空不只會掉食物

下來，還會掉下各式各樣讓他們瞠目結舌的東西！現在，

就讓瑞德和耶魯帶來下水道裡，最無厘頭、糜爛、瘋狂的

蟲蟲生活！ 圖書館裡除了借書、還書、用電腦，其實還隱藏了許多

祕密寶藏等待我們去尋找喔!

1~2月「圖書館尋寶記」繪本書展中，除了可以看見更

多元豐富的圖書館型態，以及有趣的繪本故事，還有真實發

生在其他國家圖書館的感人事蹟喔。1月2日至2月27日，歡

迎大手牽小手走進國立臺灣圖書館，和我們一起展開一趟收

穫滿滿的圖書館尋寶之旅！

影片欣賞 1

小王子 片長107分鐘        

 時間：01/14（六）14：00 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逗逗蟲 片長95分鐘  

 時間：01/21（六）14：00 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故事童樂會

小小偵探尋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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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尋寶記
 時間：01/02～02/27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普

故事帶領者：本館閱讀志工& 復興國小樂齡手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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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本童書園】故事手偶戲劇時間

快樂森林動物方程式

 時間：0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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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位取號者入內觀看，親子優先取票 (12歲

以下兒童及其家長 )

普

追尋新時代的土地政策
 時間：01/14 (六) 09：30－12：20     地點：1F 簡報室

臺灣學系列講座

電影聽賞活動

琴鍵上的奇蹟 片長81分鐘
 時間：01/08 (日)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花式露營：和你一起共度的美好時光
 時間：01/18（三）14：00－16：00     地點：4F 4045 教室

與作家有約 1

影片欣賞 2

徐世榮（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土地包涵了多重及複合的價值與狀態，在論述戰後臺灣土地政策之前，應先確

切掌握土地的意涵。人文地理學者John Agnew運用「地方」概念詮釋土地的空間內

涵，其意義包含三個層次：（1）客觀的自然及社會空間、（2）主觀的地方認同、及

（3）總體經濟及政治結構環境下的區位空間。過去，土地政策的決定，往往著重於

第三點，忽略了第一點及第二點；也因此，戰後臺灣的土地政策也只是扮演著附庸及

工具的角色。本次講座即希望能進一步分析

與強調，不論是經濟空間、或是自然空間，

都應該要將民眾的主觀認同放置於優先的地

位，讓他們在衝突的多面向價值論述中，自

己決定與追尋一個新時代的、為全民謀求福

祉的、符合社會正義的土地政策。

普

導賞人：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天生眼盲的柳藝恩，五歲時登上韓國知名選秀節目而爆紅，成為家喻戶曉

的天才童星，並受封「盲眼莫札特」。突如其來的名聲與人氣，不僅讓她有

機會與Super Junior、東方神起同臺演出，就連美國童星小康妮都慕名前來合

作。藝恩原本以為，她即將步上通往鋼琴家的康莊大道，卻意外在音樂競賽中

敬陪末座。藝恩從此對自己灰心喪志。為重振她的信心與實力，爸媽不僅聘請

老師專門指導，更將她的演奏影片，寄送給各大學教

授與音樂家，企盼能獲一線生機。知名鋼琴家李真昱

看了她的影片驚為天人，同意開始指導她，但他要求

她甩開背誦與技巧，透過琴鍵來寫詩，透過音樂抒發

她心中的情感。藝恩果然進步神速，李真昱決定在自

己的演奏會上，大膽邀請藝恩登臺同奏，並發布她所

創作的新曲。值此同時，爸媽也要求藝恩必須學會獨

自走路，她得在興奮、含淚下，克服所有恐懼，勇敢

跨出邁向未來的第一步。

曾心怡（《 WeCamp雜誌 》創辦人）

本書作者喜歡一手牽著一個孩子，走在山間小路，聽著花寶說話。早已忘了從何

時開始，花寶成為大家在山林間的老師，總不厭其煩的向大家敘說著關於森林裡生命

的故事，楓葉為何紅了？隱花果的花在哪兒？

雞屎樹其實一點都不臭而且像是藍寶石一樣很亮

麗！光臘樹旁總會有獨角仙蹤跡……，和花寶在山林

裡，永遠不用擔心沒話題。

花寶向來不是個多話的孩子，大部分時間他總是安

安靜靜地抱著一本書在書桌上或在沙發上享受一個人的

世界，只有在大自然裡，他會興奮地一直說個不停，有

時還會加上花寶無限的想像力，架構出一個個華麗的故

事場景，歡迎您大手牽小手闔家聆聽《花式露營：和你

一起共度的美好時光》。

唱出好聲音：顛覆你的歌唱思維，讓歌聲自由
 時間：01/20（五）14：00－16：00     地點：4F 4045 教室

與作家有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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