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和藝廊

臺灣文化特展

主題書展

小森食光

[夏秋篇]

Little Forest - Summer & Autumn 片長111分鐘

千年明月─江曉航漢傳觀音藝術特展

玉見臺灣 遇見國寶─臺灣史前玉器特展

優質家庭教育圖書

■ 播放場次：3/13(日) 14：00起 ■ 地點：B1 演藝廳

時間：3/2～3/15

時間：3/8～5/1

時間：3/1～4/3

本片改編自知名漫畫家五十嵐大介的同名作品，聚焦從都巿回到東
北故鄉的巿子（橋本愛飾）在四季的嚴峻變化中自給自足的農耕生活。
四季更迭，市子在自食其力中找尋她與這個世界的關係。面對即將到來
的冬天，市子能否重拾出發的勇氣……。

地點：4F 雙和藝廊

地點：1F 臺灣歷史走廊

禪學大師靈源老和尚、南懷瑾居士學習禪修。他的一生全奉獻在工筆佛畫創作教

期），就使用臺灣玉製的玉器，但真正大量傳播使用

學，1983年創辦「覺無憂」畫室，開啟臺灣佛畫教學先河，長期任教於臺灣各大道

卻在約3500~2000年前（新石器時代晚期），尤其以

場。 他的作品把「入世拯救、眾生苦難」沉重的宗教包袱轉化為如浮雲流水般自在

卑南文化最為成熟出色。然而進入鐵器時代之後，玉

的輕盈視覺，蘊造出一個放下煩惱後重現永恆喜

器卻突然不再流行而消失，甚至現今的臺灣原住民也

悅的「禪」境世界。適逢江先生離世後的七十冥

沒有使用玉器的傳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和國

誕，覺無憂藝術以「千年明月」觀音藝術為題，

立臺灣圖書館採館際交流合作方式，辦理之本特展，

精選其重新詮釋唐朝至今以來的許多經典作品及

以臺灣玉為主角，從文物及礦物兩個面向來介紹臺灣

個人創作，簡要回顧其漢傳佛畫藝術成就，提供

玉，欣賞史前臺灣玉器之美，了解臺灣玉這個臺灣特

台灣大眾及逐漸興盛於兩岸的廣大佛畫學人們進

有的礦物，並且也特別介紹史前館館藏的臺灣國寶。

一步研究漢傳佛畫美學的資材。
本展將於3/5(六)下午1點舉辦開幕儀式，並於

時間：3/8 (二) 14:00-16:00

地點：1F 臺灣歷史走廊

曉航觀音佛像繪畫藝術論壇」，精彩可期，對佛

「卑南玉飾沙畫」活動

畫藝術有興趣的民眾不容錯過。

時間：4/2 (六) 14:00-15:30

地點：4F 4045教室

免費參加，採報名制， 30人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請將姓名、年齡及連絡電話mail至cls@mail.nti.edu.tw，並註明報名「卑
南玉飾沙畫」活動。洽詢電話：(02)2929-6888 分機5416

時間：3/18～3/30

地點：4F 雙和藝廊

在手工裝訂好的空白書冊上作畫；在書桌前畫回憶，在路上畫旅行寫生；透過
書冊的翻頁，呈現綿延轉移的時空。這是「移動記」系列，始於2002年。「在旅途
中，翻開書冊，逐頁累積筆觸。書頁承載了片段時刻，翻頁造成變化之流，書冊呈現
生命整體的綿延狀態。」

「幸福手作」主題書展
時間：3/1～4/3

地點：3F 青春閱讀區

春暖花開的季節，讓人感到幸福；手作心中夢想的藍圖，同樣使人獲得滿滿的幸
福感。此次書展精選手工藝相關主題圖書，包括拼貼、紙藝、不織布等……。邀請青
少年讀者透過閱讀、學習，動手製作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作品，在享受成就感的同
時，亦可抒解課業之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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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與公民教育，甚至還有臺

畫創作。旅行隨身畫冊與手工限量複製版本一併展出，涵蓋十五種書籍裝訂形式。主

語等，每個時期的插畫風格也有所不同，值得

要創作地點：臺灣、智利百內國家公

我們細細閱讀。本次展覽

園(Torres del Paine National Park)、瑞

為您翻開各期「國語」教

典挪威北部與紐西蘭南島的山與水。壁

科書，透過實際閱讀各主

站在日出的方向看臺灣

面展示相關衍生繪畫與攝影：百內國家

題的課文，與您一同認識

時間：即日起～3/11

公園系列、臺灣陽明山「冷水坑的一棵

1895～1945年之間殖民地

樹」系列、「日月潭的太陽像月亮」系

教育的實況。

第五期國語教科書封面

千金大小姐寶生麗子隱瞞自己身為寶生集團千金的家世背景
加入警部，然而上司風祭警部卻是名四處誇耀自己身分，又
在案件上老往錯誤方向偵查的無腦男子；麗子總在晚餐時閒
聊當天發生的事件，而在她身旁服侍的管家影山， 卻能輕鬆
一針見血地道出破案的關鍵……。

3/17（四）
記憶偵探
Mindscape

鼎鼎有名的記憶偵探約翰，在妻子自殺後被迫暫停工作。而
在約翰重回崗位後，幫助了一位絕食的十六歲少女安娜，卻
發現當他越了解安娜的過去，卻越看不清事情的真相……。

3/24（四）
萬能鑑定士 Q
All-round
appraiser Q

擁有驚人觀察力與記憶力的「萬能鑑定士」凜田莉子，在
《蒙娜麗莎》將再度訪日時，被羅浮宮亞洲代理人推薦為臨
時研究員。然而當莉子越了解《蒙娜麗莎》時, 劇烈的頭痛
讓她逐漸消失她所擁有的鑑定能力。究竟李奧納多達文西在
名畫中藏了什麼驚人的秘密呢?!

故事的開端為一起發生在太平洋上一座名為鳳凰島的小島上
一名男子的死亡命案，警視廳特命小組的杉下右京和甲斐
享，以調查這樁死亡案件為由，實則為調查該島上傳得沸沸
Aibou III : the move 揚揚的不可思議傳言……。

3/31（四）
相棒：絕命拍檔

■ 活動場次：1場/14：00-17：00

玻璃櫥櫃內展示「移動記」第一至十冊，「飲食記」全三冊，以及相關手工書繪

創作者網站： Liuyingchieh.com

3/10（四）
推理要在晚餐後
After dinner
mystery

「幸福家年華」影展導讀活動

殖民教育的光與影─館藏舊籍公學校「國語」教科書展

列、清水斷崖系列……等。

■ 地點：一樓簡報室

貝海斯福上校對退休生活感到滿足，然而他的夫人普丹絲卻
3/03（四）
仍憧憬偵探小說般緊張刺激的生活；此時比利時的姨媽宣
稱在火車上目睹一樁兇殺案，普丹絲夫人即刻展開犯罪調
鴛鴦神探
Crime is our business 查……到底這對退休已久的鴛鴦神探是否能再次證明自己寶
刀未老呢?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時間：即日起～7/26

《LET’S 推理》主題影展

■ 播放場次：14：00起 16:30起

青少年主題書展

臺灣學系列講座館藏延伸閱讀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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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電影院

展覽開幕式

當日下午2點於展場旁4045教室舉辦「夏荊山與江

劉穎捷創作個展「移動記─藝術家的書」

本次書展展出教育部「104年徵選優質家庭教育圖書」入選圖書，內容以親職
教育及婚姻教育為範圍，入選圖書包括：《教養，無所不在》、《穩固婚姻的八句
話》、《愛在當下》……等。希望藉由書展提供適合國人閱讀之家庭教育圖書，同時
引導、鼓勵民眾以個人閱讀或家庭共讀等方式，充實家庭教育知能。

片長104分

片長121分

片長99分

片長119分

片長115分

(領票及入場方式同週四主題電影院，影片欣賞
後，由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老師帶領讀者探討影
片情節。)

3/2（三）
逆風飛翔

以色列同名小說改編，如同《返家十萬里》感人結合大自然的啟
發，進而體認親情的力量；內容不僅傳達對野生動物的關懷，也
探討移民生活所面臨的問題。

片長94分

3/16（三）
新魯冰花孩子的天空

劇情描述具有畫畫天才的國小學童古阿明，因年輕美術老師郭雲
天的慧眼，讓不受看好的阿明，畫作得以參賽並獲得世界比賽第
一名，但阿明最終得疾而終，只能由其父母代為領獎。

片長96分

3/30（三）
馬拉松小子

自閉症者裴享珍的母親為治療兒子的症狀，經過多次失敗後，她
最終將希望放在馬拉松上，自此與兒子展開艱苦的訓練，並在馬
拉松比賽上跑完全程，取得驕人的成績。

片長9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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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5F 參考室入口書展區

長期受到忽視，或一向援用臺灣西部開發觀點作為研究取
徑的東臺灣史，近年來逐漸受到研究者重視。這段迥異於臺灣
西部的歷史，不僅具有邊陲性、延遲性、海洋性、多元性、特
殊性及移民性，且經計畫性與支配性極強的國家力量介入，與西部的發展經驗截然不
同。本次書展將藉由本館典藏的各種影像與圖書資料、相關的開發、殖民或族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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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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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欣賞

臺灣早在約5500~4500年前（新石器時代早

展 覽

臺灣著名佛畫藝術家江曉航，師承中國佛畫大家夏荊山、水墨名家姚夢谷；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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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童樂會

影片欣賞 1

聯合縮小兵

晚安聽故事時間

片長89分鐘         普

時間：3/5（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本片改編自著名繪本，由奧斯卡影帝湯姆漢克斯製

時間：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對象：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

被社區小流氓欺負。心情欠佳的盧卡斯只好在他家前院摧
毀蟻丘來發洩。於是螞蟻巫師薩克調製了魔法藥水，把盧

★ 3/02（三）△ 月亮晚安 / 麗貞 阿姨                         

卡斯變成像螞蟻那麼小，並被判刑和螞蟻生活在一起，一

                       ▽ 愛打岔的小雞 / 琬妤 阿姨

直到完全學會螞蟻的生活方式後，才能重獲自由，而一場

★ 3/09（三）△ 你睡不著嗎? & 延伸活動 / 麗容、素娥、瑞榮 阿姨

千載難逢的冒險之旅就此展開。

★ 3/16（三）△ 我睡不著 / 寶英 阿姨                         
                       ▽ 第一次自己睡 / 春梅 阿姨
★ 3/23（三）△ 愛睡覺的大鯨魚 / 淑慧 阿姨              

影片欣賞 2

笑笑羊大電影

二十年來臺灣歷史GIS的發展與展望

《聰明植牙不後悔》

時間：3/12（六）9：30-12：20

時間：3/30（三）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李宗信（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
自1970年代以後，臺灣史的研究逐漸走向多
元，「科際整合」式的跨學科研究也成為近代臺灣
史學方法上的趨勢之一。本次講座旨在介紹過去20
年來，GIS如何成為臺灣史研究重要且不可或缺的
輔助工具。目前歷史研究中，許多涉及空間性的議
題，幾乎都能藉GIS技術之開發而得以解決。但這
項技術究竟應該如何運用？是否還有其他可以再進

                       ▽ 不睡覺世界冠軍 / 琬妤 阿姨

一步應用的可能性？特別是臺灣自1895年日本殖民

★ 3/30（三）△ 我要開燈 / 致良 阿姨                         

統治以來，留下了極大量的地籍圖資與相關統計資

                       ▽ 小貓頭鷹的夜遊 / 繼英 阿姨

料，這些資料幾乎是近20年來GIS技術得以高度發展的關鍵因素。未來，這些資料倘
若能進一步數位化而成為可用的圖層，甚至發展為空間查詢系統，相信能對日後的臺
灣研究帶來莫大的助益。

片長85分鐘 普

時間：3/26（六）14：00開始放映

人、牧羊犬，以及一群感情超好的羊咩咩朋友們一起，在

「我好喜歡妳」暨導演映後座談

牧場裡過著快樂、平靜卻單調的日子。有一天，調皮的尚

時間：3/20（日）14：00-16：00

恩想要放鬆一天，於是他利用詭計把主人催眠之後，送進

地點：1F 簡報室

小車屋去睡覺。但是沒想到一連串的失誤讓主人一路溜向

「鳥兒不會因為掉了一根羽毛，而不再飛翔」，從小受盡挫折，飽受讀書之苦的

大城市去、驚慌失措的尚恩只好帶著主人的照片去大城市

何曉樂，外表倔強的她，從不肯表白的，是她的閱讀障礙問題。在沒有文字的世界

要躲過險惡重重的流浪動物捕捉大隊的圍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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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布朗和夜半貓
時間：3/12（六）15：0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故事帶領者：本館第三組閱讀志工-- 蟋蟀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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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閱讀障礙卻深具音樂天賦的學障學生互動為劇情主軸，依觀看的對象不同，分為

晚安故事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漆黑的夜晚、月亮高掛天空，一隻羊、兩隻羊的數了
數，怎麼還是睡不著呢？本月親子資料中心準備一系列與
「睡覺」有關的精采繪本，歡迎喜歡晚安故事的親子們一
起到館賞讀!

繪本童書園

裡，她又能如何找¬到另一片屬於自己的天空？由一位具有教育熱忱的老師，面對一位

主題書展
時間：3/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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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牙，是侵入性手術治療，有些口腔與身體健康條件
限制的，作者提醒每一位想選擇植牙，來替代缺牙的朋
友，這麼做到底值不值得？在植牙之外，有沒有更好的
替代缺牙方案可選擇？植牙患者首先必須經歷的是為期
不短的治療過程，再加上所費不貲的診療費用；也就是
說，植牙這場時間與金錢的消耗戰，而且每場戰爭「都
有失敗的風險」。對於毀譽參半的植牙，病患想試又害
怕受傷害，林保瑩醫師在本書中坦誠據實解說，特別是
對高齡老人來說，咀嚼能力攸關健康壽命、失智症、吸入性肺炎......這些新興觀
念，是已步入高齡社會的臺灣的衛福部，從沒告訴過國人的衛教新知。

創客講座
時間：3/16（三）14：00-16：00

身心障礙者紀錄片系列影展

尚恩是一隻非常聰明卻又調皮搗蛋的笑笑羊，和主

市的尚恩，要如何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失憶的主人？同時還

林堡瑩 （臺灣牙周病醫學會理事長）

為愛吃天涯

地點：1F 簡報室

尋人，這可是一個不能失敗的任務！但是第一次來到大城

地點：4F 4045教室

「教師篇」與「學生篇」來拍攝，希望師長及同學能學習到理解、接納與包容進而幫
助這群學障的孩子。兩篇片長共計33分鐘，本場特別邀請吳永欽導演親臨本館與讀者
進行映後座談。

地點：4F 4045教室

焦桐（作家、臺灣餐館評鑑評審團召集人）
作家焦桐於1956年生於高雄市，已出版著作包括散文《我的房事》、《在世界
的邊緣》、《暴食江湖》、《臺灣味道》、《臺灣
肚皮》、《臺灣舌頭》、《滇味到龍岡》，及詩集
《焦桐詩集：1980-1993》、《完全壯陽食譜》、
《青春標本》等等三十餘種，即將出版《味道福爾
摩沙》。編有年度飲食文選、年度詩選、年度小說
選、年度散文選及各種主題文選五十餘種，二○○
五年創辦《飲食》雜誌，並啟動臺灣的年度餐館評
鑑工作，任評審團召集人。

雲端閱讀～行動載具悠遊樂
想了解平板手機基本操作及設定、想了解日常生活中有那些受歡迎且實用的
App？想知道圖書館的電子書、電子期刊及好聽的音樂如何在平板及手機上使用？心
動不如馬上行動哦！參加我們的課程吧！
對    象：凡對課程主題有興趣者，歡迎報名參加。
課程主題：
3/03（四）14:00-17:00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操作入門班(Android系統)
3/10（四）14:00-17:00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操作入門班(iOS系統)
地點：4F 4045教室
報名方式：
1.電話報名：（02）2926-6888轉3501。
2.書面報名：報名表直接交至本館5樓服務櫃臺或傳真至 (02)2926-3457。
3.網路報名：本館網頁活動報名、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或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

講 座

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親 子 活 動

作。剛搬家的十歲小男孩盧卡斯，交不到半個朋友，而且

與作家有約

臺灣學系列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