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媒體互動裝置展

主題書展

雙和藝廊

臺灣圖書館的故事

家鄉人─劉強攝影展

時間：即日起～2/21

時間：2/16～2/27

地點：1F臺灣歷史走廊

創世紀：動手玩出大夢想

地點：4F雙和藝廊

年2月於1樓臺灣

去，記憶中純樸的家鄉中的人

歷史走廊建置3

們。這幾年來我努力整理出百

種多媒體互動裝

多張照片。

置，包括互動觸

零二年初至零六年，我初

控桌、直立式導

拜訪父親的家鄉，經濟蓬勃發

覽機與互動弧形

展，讓我與父親都感到震撼；

牆。互動觸控桌

今日，我在七年後重到此地，

是利用手感觸控

街道、人們、車潮、高鐵、速

方式，引導讀者認識本館與公共圖書館的歷史，並且可進行互動益智小遊戲，在趣味

食店，已近幾乎不同於父親記

活動中讓讀者瞭解圖書館的發展歷程。直立式導覽機具有照像功能，來館讀者可以

憶中的家鄉了。

本館建築影像為背景照像留念，並且用e-mai電子郵件寄送至電子信箱。互動弧形牆

走遍大街小巷，穿梭在繁雜的巷弄之間，我想尋找的是一埋藏在內心深處的記憶

是將臺灣圖書館歷史故事、館藏特色及臺灣公共圖書館發展故事投影至5公尺大型布

與感動，在一次偶然行走到東街巷(以前多是居住所謂外地人但經過這些年多已落地

幕，當讀者走過時，產生互動效果以加深讀者對圖書館的印象，達成在遊戲中輕鬆閱

生根)看到一家人，正在吃著午飯，牆上掛著已故雙親的照片，照片下方貼著十四世

讀圖書館故事與學習有趣知識的效果。

紀畫作最後的晚餐圖畫，我心中突燃起一股莫名的感働。我真的為這個信仰而感動。

地點：2F 書展區

你是「Maker」嗎?只要是自已動手做東西的人都是Maker，也可以被稱為自造
者、創客等。不管你做的是數位製造、手作文創、有機食品製作……等，用雙手去實
現理想與夢想的你，都可以是時下流行的Maker!!

■ 播放場次：2/14 (日)14：00起 ■ 地點：B1 演藝廳
本片敘述英國當代著名天文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與第一任妻子潔
恩間的故事：史蒂芬霍金雖被診斷出罹患運動神經元疾病，身體每況愈
下，但在妻子的鼓勵和支持下，他的心智卻能持續突破物理學的界線，
克服了不可能的難關，跌破了醫學和科學界的眼鏡，到達他們所想像不
到的境界。

中和新蘆線永安市場站下車

★B1演藝廳座位計有500席，放映前30分鐘開放入座，額滿為止★

本次書展將展出《玩轉3D列印》、《玩上癮!自製手工書》、及《自造者時代》
等圖書，歡迎您共襄盛舉，一起成為maker。

片長123分鐘

影片欣賞

我想記錄的是一直在逝

時間：2/2～2/27

展 覽

本館自105

愛的萬物論 Theory of everything

《創世紀》主題影展

主題電影院

■ 播放場次：14：00起 16:30起
2/04（四）
食破天驚2

■ 地點：一樓簡報室

因為解救了食物危機，富林從此名氣漸響，甚至連偶像
雀斯特五世都邀請他加入全世界最頂尖的發明團隊。意

片長95分

Cloudy with a chance 想不到的是，那台麻煩的食物製造機還在運作當中，而
of meatballs 2
且正持續創造出許多由食物變種而成的生物……。
第一部由台灣人拍攝的國際設計紀錄片，遍及商業、媒
2/18（四）
體、設計業界，試圖找出各行各業對「設計思考」的定
設計與思考
Design & Thinking 義與實踐方式。

片長74分

《創世紀》電影導賞活動 ★導賞人：顏妤安小姐/MAKE國際中文版副總編輯★
■ 活動場次：1場/14：00-17：00 (領票方式同週四主題電影院)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殖民教育的光與影─館藏舊籍公學校「國語」教科書展
時間：2/2～7/31

地點：6F臺灣學研究中心書展區

1895年至1945年之間，臺灣總督府共發行五期公學校「國語」（日語）教科
書，這些教科書中，內容包含童話與寓言故事、人物、地理、博物等實學知識以及涵

臺灣圖書館的故事－互動觸控桌首頁

本片是一部探討「自造者運動」的國際紀錄片，議題包

青少年主題書展

科學家的力量

2/25（四）
自造世代
MAKER

含 Maker Faire（自造者嘉年華）、Makerspace（自造者空
間）、Open Source、3D列印、Crowdfunding（群眾募資）、

片長60分

Manufacturing（製造）、自造者的商業模式等等。 MAKE國
際中文版副總編輯顏妤安小姐將和現場的參與人員分享相關
經驗，機會難得，敬請把握。

時間：2/2～2/27

地點：3F 青春閱讀區

寒假加映場

養愛國精神和品德的道德與公民教育，甚至還有臺語等，每個時期的插畫風格也有所

古今中外知名的科學家中，除了本身即是天才以外，令人訝異的是還有許多人都

不同，值得我們細細閱讀。本次展覽為您翻開各期「國語」教科書，透過實際閱讀各

相當平凡，然而他們之間最大的共同點就是衷心熱愛科學。科學家們不僅傳承了解世

主題的課文，與您一同認識1895年至1945年之間殖民地教育的實況。

界的方式，還以過人的毅力追求更精微複雜的概念，讓人類的知識繼續發揚光大。
究竟科學家們如何創造、改變人類生活呢? 本次書展精選科學定理、科學發展及

《哈囉！匈牙利》
■ 播放場次：1場/14：00起 (領票方式同週四主題電影院)

導演高達為紀念匈牙利革命五十週年製作，改編自1956年奧
2/3（三）
運真實歷史事件，一場戰無不勝的俄羅斯水球隊與匈牙利隊
榮耀血戰
Children of glory 的生死決鬥。

片長120分

科學家傳記等圖書，希望能藉由書展引發大眾的好奇心，並能讓青少年讀者對科學的
理解更上一層樓。

臺灣圖書館的故事－互動觸控桌（拼拼樂）

直立式導覽機－臺圖放映室

：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成年親友陪伴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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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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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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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羅奇遇記

身心障礙者紀錄片系列影展

故事童樂會

影片欣賞 1

歐洲奇幻繪本故事時間

片長95分鐘 護

時間：2/6（六）14：00 開始放映

地點：1F簡報室

溫柔多情的馬諾羅出生在一個鬥牛士世家，但他一點

「小星星眨眼睛」暨口述影像導賞
地點：B1樂學室

對象：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

別在兩個男生身上下賭注，看誰最終能獲得女孩的芳心。

★ 2/03（三）△▽ 驚喜的禮物 & 延伸活動 / 源源 阿姨

我們也將跟著馬諾羅穿梭在三個不同的奇幻世界，找尋自

★ 2/17（三）△ 搗蛋鬼提爾 / 淑慧 阿姨
▽ 可以說晚安了嗎？ / 素燕 阿姨

我與人生的意義。

★ 2/24（三）△ 有誰看到我的書? / 麗貞 阿姨
▽ 失控的電車 / 致良 阿姨

兒童須父母、師長或成年親友陪伴輔導觀賞。）

地點：1F 簡報室

《小星星眨眼睛》是電影《聽見天堂》拍攝同時，記
錄在電影中飾演盲童小孩真實世界的生活：八歲大的費德
里可天生眼疾、馬提歐和妹妹嘉莉亞生來眼盲，他們有著
孩子們共有的純真，而我們也藉這群小星星的眼，看見更
澄明透亮的世界。

靈犬雪麗

片長99分鐘 普

時間：2/20（六）14：00 開始放映

地點：1F簡報室

《愛上歐洲的理由》

時間：即日起～3/11

時間：2/19（五）14：00-16：00

地點：5F 參考室入口書展區

西部開發觀點作為研究取徑的東臺灣

「瘋狗」。小男孩小恩偶然遇見這隻「瘋狗」，發現牠

史，近年來逐漸受到研究者重視。這

天性善良，並非居民想像那樣凶殘恐怖，絕對不是害死

段迥異於臺灣西部的歷史，不僅具有

羊隻的兇手。小恩喜歡上這位毛茸茸的大朋友，並幫

邊陲性、延遲性、海洋性、多元性、

牠取名「雪麗」。被誤解的雪麗，感受到人類的溫暖，

特殊性及移民性，且經計畫性與支配

從此認定小恩是要一輩子陪伴的主人。然而，德軍入
侵並恣意槍殺羊群，小恩勇敢站出來抗議，卻慘遭毒
打。雪麗為了保護他而咬傷德軍，使居民們決定殺死雪

性極強的國家力量介入，與西部的發

主題書展

麗……。究竟，雪麗能否逃過一劫？而小恩和雪麗又能

歐洲繪本大賞

否守護彼此呢？

時間：1/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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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經驗截然不同。過去究竟留下了哪
些資料？研究者們如何解讀資料？如何利用資料去重構複雜的開發歷程？現在他們又

地點：4F 4045教室

費國賓 Kevin Fei （資深導遊、旅遊作家）
「旅行是生活的極短篇，歐洲由內而外的優雅，是另一
種生活的新體驗」，本講座關於歐洲，你有超過68種愛上她
的理由……知名導遊費國賓帶領你，從美食、美酒、旅遊、
歷史、地理、建築、精品、名車……無一不精、無所不曉的
深度旅遊！領略歐洲迷人浪漫的度假風情、風景名勝╳藝術
殿堂╳風味小鎮╳名人軼事╳古蹟巡禮╳特色建築。

創客講座

採取了那些不一樣的觀點來書寫東臺灣史？為配合本館105年度1月份的臺灣學系列

《我的電影人生─會轉彎的人生更美麗！》

以久遠歷史、豐富藝術人文知名的歐洲大陸上，承載了

講座，便利讀者在演講前、後進行延伸閱讀，於5樓參考室入口書展區辦理「站在日

時間：2/24（三）14：00-16：00

許多美麗及各具特色的國度。105年1~2月親子資料中心響

出的方向看臺灣」書展。藉由本館典藏的各種影像與圖書資料、相關的開發、殖民或

應臺北國際書展以「匈牙利」等歐陸各國繪本名家作品為主

林正盛（導演、作家）

族群研究成果，以及敘事性或文學性的書寫作品，重新審視太陽總是優先照耀的後山

題，挑選一系列好書，歡迎親子一起到館共賞。

地區。

地點：2F親子資料中心

地點：4F 4045教室

導演林正盛童年，野地裡生，野地裡長，在台東山海之間度過。
16歲，叛逆父親，偷父親五百元，離家出走跑到台北。從學徒到麵包師傅，做
了十二年麵包師工作。

匈牙利繪本狂想曲活動

27歲，意外在戲院牆上看到電影編導班招生簡章，衝動起生

拉奇和小獅子
時間：2/3（三）09：30-11：30

與作家有約

站在日出的方向看臺灣
長期受到忽視，或一向援用臺灣

山區發生羊隻被咬死的意外，村里盛傳有危險的

時間：2/16～2/21
2/16 (週二) 2/21 (週日) 每日上午 10：00～18：00
2/19～2/20（週五、六）星光夜，延長至 22：00
2/21（週日）星光夜，延長至 20：00
地點：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一館、三館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五號一樓、松壽路六號一樓）
攤位：臺北世貿一館B422攤位
台北國際書展於農曆春節後展開，本館今年與國家圖書館合作推廣閱讀，特
將本館特色及珍貴館藏設計有趣活動，帶領大家體驗「瞰」見臺灣、「拓」遍臺
灣、 指「點」一下、百年記憶˙現代創藝等活動，歡迎您闔家大手牽小手共享閱
讀樂趣。活動會場展售文創商品、出版品8折優惠。

臺灣學系列講座館藏延伸閱讀書展
影片欣賞 2

2016 台北國際書展

命新的可能，而去報名，幸運的開啓了我的電影人生。
地點：B1樂學室

56歲，至今拍攝八部劇情長片、八部紀錄片。出版五本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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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籍。他自喻好好的把『人』拍好，是我拍電影最重要的事，作

★ 活動講師：蘋果甜甜圈—琬妤老師&緒娟老師

品曾獲臺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台北國際電影節競賽釜山國際影

★ 活動內容：《拉奇和小獅子》、《布魯與安妮》系列繪本故事講演、匈牙利彩蛋

展、入圍柏林影展國際競賽、亞太影展「最佳配樂」、金馬獎、

彩繪&其他延伸活動

柏林影展、坎城影展、金馬獎、亞太影展等榮譽獎項。

講 座

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勇猛的好朋友愛上了同一個女孩。掌管冥界的兩個天神分

（保護級：未滿6歲之兒童不得觀賞，6歲以上12歲未滿之

時間：2/21（日）14：00-16：00

親 子 活 動

都不喜歡鬥牛，一心只想成為一個吉他手。他還和他高大

時間：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國際書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