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和藝廊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主題書展

腦筋急轉彎 Inside Out

片長102分鐘

殖民教育的光與影─館藏舊籍公學校「國語」教科書展

玉見臺灣─玉石之美與傳奇

■ 播放場次：4/3(日) 一場/14：00起 ■ 地點：B1 演藝廳

時間：4/2～4/17

時間：即日起～7/26

時間：4/6～5/1

皮克斯最瘋狂奇想的大腦冒險，準備好跟我們一起進入大腦總部了嗎？
每個人的大腦都有一個總部，所有行為都受五種不同的情緒影響：歡
樂、憤怒、憂傷、厭惡、害怕。當不同的情緒主導了大腦總部，反應在
外的行為也隨之產生變化。你是否曾經想過，別人的腦袋裡都裝了什
麼？本片將帶領我們探索掌握喜怒哀樂的大腦神祕世界。

地點：4F 雙和藝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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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創作的核心。平凡的題材，不同角度的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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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融入個人情感，經營畫面結構及色彩。藉

與公民教育，甚至還有臺語等，每個時期的插畫風格也有所不同，值得我們細細閱

著具象的表現方式，讓觀賞者可以直接感受到

讀。本次展覽為您翻開各期「國語」教科書，透過實際閱讀各主題的課文，與您一同

作品所表達的氛圍。作品「幽瀑」奔騰直下的

認識1895～1945年之間殖民地教育的實況。

飛瀑，在此刻也彷若寂靜無聲，靜靜地注入幽
幽的清澈池水中，一切彷如靜止一般，只留下
幽靜清澈的心，悠悠迴盪在山水間。「凝情」
才能使作品有內涵有生命力；「化境」幻化融合成為一種新的美感呈現。多年來陸續

展 覽

「凝情化境，賦予更多生命意涵」是許忠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臺灣面積雖小，但風景秀麗、地
質結構特殊，蘊藏豐富的寶玉石；
臺灣玉石文明的發展可推至3千多年
前，可見臺灣玉的歷史源遠流長、學
問淵深博大。而收藏、賞玩古代金玉
文物，不僅是一樁賞心悅目兼怡情養
性的雅事，更是品味數千年藝術文化
的一大雅趣。
本次書展除展出有關臺灣玉的歷
史及文化外，同時精選有關玉器、寶
石鑑賞及創作之相關圖書，希望讀者能透過書展對玉器有更多的認識、瞭解與欣賞。

畫下許多的內心的思維，希望藉由一些平淡的要素，呈現那深深的情感。

青少年主題書展

海峽兩岸粉彩畫家邀請展─彩繪寶島江南大地情
時間：4/20～5/1

驚豔泰國

地點：4F 雙和藝廊

時間：4/6～5/1

粉彩在臺灣藝術市場不算是主流，但是它的特色是
不容否認的，因為它是在具有顆粒的粉彩紙上直接作
畫，既不需要使用畫筆，也不需要油，水及其它混合媒

臺灣文化特展

介。作畫的過程迅速快捷，既有油畫的厚重質感，又有

玉見臺灣 遇見國寶─臺灣史前玉器特展

水彩的靈動灑脫，可謂濃妝淡抹兩相宜，所以是現代講

時間：即日起～5/1

求效率與創意最好的藝術形式。

地點：1F 臺灣歷史走廊

地點：3F 青春閱讀區

說起泰國，你想起了什麼？是妖嬈多姿的風土民情？是其特有的宗教和王室傳
統？抑或是美味的泰式料理？或許你還好奇他們如何打造出令人驚豔的時尚設計之
都，以及全球最受歡迎的度假天堂。
此次書展將帶領我們看見泰國的城市特色、美食、建築、設計、文學及旅遊等多
元資訊，邀請您透過閱讀，讓我們對這個鄰近的國家有更深入的認識。

臺灣早在約5500~4500年前（新石器時

本次展覽係繼去年大陸邀請臺灣粉彩推廣協會在蘇

代早期），就使用臺灣玉製的玉器，但真正

州展覽"臺灣情"後，首次邀請蘇州粉彩畫家，包括大陸

大量傳播使用卻在約3500~2000年前（新石

國寶級的杭鳴時大師的作品來臺展出。其目地是兩岸交

器時代晚期），尤其以卑南文化最為成熟出

流，博採眾長。讓臺灣粉彩的粉絲們吸收兩岸畫家的長

色。然而進入鐵器時代之後，玉器卻突然不

處，再加強創新，提升自己的作品水準。本次共邀請展

再流行而消失，甚至現今的臺灣原住民也沒

出的作品為60幅，其中不少的作品為國外得獎的優選，相信將為展覽增色不少。期盼

有使用玉器的傳統。本展覽為國立臺灣史前

能藉由這次的展覽掀起國內鑽研粉彩畫的風氣，使臺灣粉藝術更廣為流傳。

文化博物館和國立臺灣圖書館共同攜手、打

陽明山中山樓50週年樓慶樓友回娘家

從文物及礦物兩個面向民眾推介臺灣玉，欣
賞臺灣史前玉器之美，了解臺灣玉這臺灣特

報名期間：即日起～10/10

有的礦物。展示單元分別包含：「臺灣史前

時間：11/12

玉器精品店」、「臺灣玉的史前傳奇」、

地點：陽明山中山樓

中山樓自民國55年落成後即成為國家象徵及重要
場所，今恭逢建樓50週年樓慶，竭誠的邀請同賀同月

「臺灣的美玉－臺灣玉」、「玉見臺灣．遇
見國寶」等。

同日生民眾與曾在這奉獻春青歲月的工作人員回娘家，
於105年11月12日樓慶典禮與我們同歡，一起見證光輝歷史的一刻。即日起

「卑南玉飾蝶谷巴特」活動

請至本館官網「首頁-陽明山中山樓管理所-50週年樓慶-樓友回娘家」網頁報

時間：5/1 (六) 14:00-15:30

名(http://www.ntl.edu.tw/ct.asp?xItem=57829&ctNode=1616&mp=13) !

免費參加，需事先報名，請上本館網站報名系統線上報名， 30人額滿為止。

地點：4F 4045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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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爭與和平》主題影展

■ 播放場次：14：00起 16:30起

老兵喬‧迪勒佛剛剛完成一個關於他在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故
事。對他而言，戰爭就猶如一場難忘的噩夢，他細膩的刻劃
出敵對的德國軍人，以及在戰爭中一起奮戰的夥伴是如何展
現同袍友愛……。

4/14（四）
愛在戰火迷亂時
War Witch

本片描繪在非洲殘暴的軍閥統治的環境之下，痛苦的人民只
能希冀回到祖靈的懷抱，安撫受傷的靈魂。超現實與暴力緊
密結合，該如何祈求蒼天始能獲得救贖？

4/21（四）
五日戰爭
5 days of war

影片講述了2008年8月俄羅斯與格魯吉亞的衝突，南奧塞梯戰
爭是2008年8月在格魯吉亞境內發生的一場戰爭，交戰一方為
格魯吉亞ZF, 另一方為單方面宣佈獨立的南奧塞梯及其支持
者阿布哈茲和俄羅斯。

4/28（四）
戰爭遊戲
Ender’s Games

在即將到來的未來世界，一個充滿敵意的外星蟲族「佛米克
斯族」想要佔領地球，要不是因為「國際艦隊」中的英雄指
揮官梅瑟瑞克漢，人類早已滅亡。為了扺抗「佛米克斯族」
的第二次進攻，「國際艦隊」的司令葛開始招募菁英兒童加
以訓練……。

■ 活動場次：1場/14：00-17：00

臺灣學系列講座館藏延伸閱讀書展

畫圖說說臺灣的故事
時間：3/11～4/30

■ 地點：1F 簡報室

4/07（四）
野戰突擊隊
Company K

「幸福家年華」影展導讀活動

造嶄新的人文風貌展示，以臺灣玉為主角，

中和新蘆線永安市場站下車

影片欣賞

「凝情化境」─許忠文油畫個展

片長90分

片長108分

片長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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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三）
我們是這樣長大的

電影描述三個來自平凡家庭的孩子的希望和夢想。阿米爾平日賣
報紙來減輕家裡的開銷負擔，但他仍決定去參加繪畫比賽。阿里
則是夢想成為職業足球運動員。瑪麗雅姆是阿米爾的妹妹，她是
一個很有創意的女孩，夢想成為一名電影導演。

4/27（三）
騎單車的男孩

12歲的希利從教養院逃回家，卻發現爸爸早已不告而別。在走投
無路下，希利認識了好心的美髮師珊曼莎。這個迷途男孩能找回
人生方向嗎？一個素昧平生的女人，能用愛改變了他的一生嗎?

：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成年親友陪伴觀賞！

片長102分

片長92分

片長8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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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S地理資訊系統之相關技術在臺灣學的應用，已逾20餘
載。無論在水利、地質、河川與海岸等自然資源或人口、族
群、移民或遺址等人文資源的調查、防災預警、災害潛勢控
管、災難救護、汙染與衛生、疾病控制、交通管理，甚至是與
聚落、社會與經濟等不同類型資訊的相互整合，均已獲得了相
當豐碩的研究成果。將各種數字、資訊整合進空間圖層中，讓
已經具有時間先後順序的訊息，再加入了空間的概念，或許更
有助於重新解讀、詮釋那些您已熟悉的臺灣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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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童樂會

影片欣賞 1

酷巴─尋斑大冒險

片長85分鐘 普

時間：4/9（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時間：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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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6（三）△ 哞哞今天不洗澡 & 延伸活動 / 源源 阿姨
★ 4/13（三）△ 我的飛天浴缸 & 延伸活動 /
麗容、素娥、瑞榮 阿姨
★ 4/20（三）△ 鱷魚愛洗澡 / 麗貞 阿姨
▽ 我最喜歡洗澡 / 春梅 阿姨
★ 4/27（三）△ 超神奇洗髮精 / 淑慧 阿姨
▽ 星期二洗髮日 / 秀鳳 阿姨

地點：1F 簡報室

五隻住在芬園農場裡的狗狗們無意中發現了五枚看似
普通的脖圈，戴上後他們居然都有了超能力，可以飛、可
以隱形、也可以將身形變得很長，他們利用特殊能力解救
被搶劫的糖果店老闆，也成功救出受困火場的小女孩，短
短幾天內，狗狗們就變成小鎮上的英雄，但他們萬萬沒想
到這五枚脖圈居然大有來頭，也將他們推入了邪惡又混亂
的深淵。 來自２３象限星球的凱南艦長來到地球尋找遺失
的五枚茵斯派隆環，但這消息卻被黯黑軍團邪惡司令官德
瑞斯發現，為了確保自己的身分不會曝光，凱南艦長化身
德國牧羊犬，隱身在小鎮好繼續尋找茵斯派隆環的下落。
某日，凱南艦長發現五隻狗狗身上戴的居然就是茵斯派隆環，他決定要跟狗狗們
合作並訓練這批擁有超能力的英雄狗狗們，好對抗覬覦茵斯派隆環力量的邪惡司令官
德瑞斯，確保茵斯派隆環不會落入邪惡勢力的手中！一場地球保衛戰就要開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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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本童書園

明鑼移山
故事帶領者：本館第一組閱讀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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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4/16（六）14：00-16：00

時間：4/22（五）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地點：B1 樂學室

地點：4F 4045教室

丁凡（本書譯者）

廖燦誠（畫家）
第二次手術後，右眼失明，第七次手術後，雙眼就全盲了，燦誠平淡的陳述人生
有如失去重要領土。他決定把有限的視覺留給
最愛的書法與美術，喪失視力後，哪裡也不去，
每天鑽研象形文字的圖畫線
條，那段足不出戶的時期，
是他創作的高峰，也累積近

本書作者是一位詩人、畫家也是一位教師，長期學習禪
修，她認為書寫適合任何人，不僅像吃、睡一樣自然，更能
通往內心深處，挖掘豐富覺知。生命奧義就隱藏在生活大小
事中，透過筆尖去勾勒它們吧！你的鬱悶心情、人際困境、
生命兩難、生老病死之大惑，都將變得澄澈清明。
豐富的人生經驗經過沈澱之後，堅信人人可以寫文寫
詩、畫畫、創作、唱歌、跳舞、演戲—只要你願意，都是有方法的。不要為自己設
限，不要空留遺憾，我們要讓自性圓滿，不枉此生！

萬件作品，嘗試在全盲的世
界裡摸索出作畫方式，開創

大師講座

「吾家聾情」暨導演映後座談

魚式游泳+氣功跑步

時間：4/17（日）14：00-16：00

時間：4/23（六）10：00-12：00

地點：1F 簡報室

鄭雍錡（導演）
一家三代都是聾人的曹翔京為了讓女兒聽得到，
不惜離婚、貸款為她裝電子耳，現在女兒能聽能說、
愛唱歌。同為聽障者的鄭雍錡花了半年時間拍下這部

主題書展

紀錄片－「吾家聾情」，論述這段三代聾人愛的故事，盼外界認識

馬景賢先生紀念童書展

聾人的困境。本場次特別邀請鄭雍錡導演蒞臨本館與讀者進行映後

時間：4/1～4/30

座談。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資深兒童文學作家馬景賢先生於今年初離世。他留
下的《老馬相聲》、《非常相聲》……等作品，是許多
孩子童年記憶中的重要回憶。馬爺爺除了致力於創作兒
童文學作品外，也曾在國內外圖書館擔任過館員喔!
本月親子資料中心準備一系列馬景賢先生的精采作
品，歡迎曾經讀過或尚未讀過馬爺爺作品的大、小朋友
們一起到館賞讀，和我們從童書故事中再次懷想這位重
要的兒童文學作家!

時間：4/16（六）15：00-16：00

《療癒寫作：啟動靈性的書寫祕密》

身心障礙者紀錄片系列影展

片長81分鐘 普

時間：4/23（六）14：00開始放映

現代書法藝術創始者─全盲書畫家：廖燦誠先生

自己全新盲人畫風。

影片欣賞 2

超級狗狗

地點：B1 樂學室

雲端閱讀～行動載具悠遊樂
想暸解平板手機基本操作及設定?想暸解其在生活上的應用？想暸解Line？想暸
解如何影像編修(圖片特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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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主題：
4/07（四）14:00-17:00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操作入門班 ( Android系統 )
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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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經本館通知為正取者，無故缺席且未事先通知本館者，將取消其年度內
參與同一課程之權利。

地點：B1 演藝廳

項國寧（聯合報社長）
《輕鬆有效的魚式游泳》一書譯者項國寧先生與您分享
魚式游泳的觀念與技巧，教游泳者如何像魚一樣，在水中找
到身體的平衡，以輕鬆又有效率的軀幹重心轉移，很省力的
找到前進的動力，體驗自然、不刻意的游泳方式，重溫游泳
的愉悅感。
氣功跑步的觀念同理，一樣可以透過有效的方法，輕鬆
自在！配合精彩圖片及影片解說，一目瞭然。
報名方式：
1、網路報名300名，請上本館網站報名
2、現場報名200名(當日額滿為止)
3、洽詢電話：02-29266888分機5405

智慧圖書館達人座談會
時間：4/30（六）10: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想成為智慧圖書館達人嗎？來參加「智慧圖書館達人座談會」就對了。
座談會邀請飛資得企業集團駱英豐創發長擔任智慧圖書館的領航員並且發表
專題演講，引領民眾表達對智慧圖書館未來樣貌的想像。為鼓勵民眾成為智
慧圖書館達人，於座談會中抽出36個限量版紀念隨身碟贈送參與民眾。
報名方式：
1.電話報名：（02）2926-6888轉422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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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巴：尋斑大冒險》描述一隻沒有自信的小斑馬，
為尋找自我而踏上冒險，途中還要面臨生存的考驗，看似
嚴肅的主題，卻因為加入活潑逗趣的配角，使電影增加娛
樂性，而途中遇見的伙伴，也讓他學習到自身的價值，並不是決定於他人的眼光，而
是努力和勇氣造就了自己，這是一部寓教於樂的最好教材。

超~~神奇洗澡故事時間

親 子 活 動

小斑馬酷巴天生只有一半的條紋，從小就因為與眾不
同而被同伴歧視，族群裡的長者甚至說他的出生代表災難
降臨……這年的乾旱讓酷巴備受壓力，決定離開家去尋找
母親說的神奇池塘，可以還他一身漂亮條紋，也可以解決
乾旱的問題，旅程中意外碰到好多和他一樣與眾不同而獨
自生活的夥伴，共同抵抗兇惡的美洲豹彭哥，最後酷巴能
不能找到傳說中的池塘也找回美麗條紋呢？

與作家有約

障礙密碼─真人圖書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