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山中山樓活動

陽明山中山樓50週年樓慶樓友回娘家
報名期間：即日起～10/10
時間：11/12

地點：陽明山中山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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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7/26

★本次電影放映時間，配合當天母親節活動，提早至10:00起播放，請欲觀影民眾準時就位★

主題書展

「地球的美麗與哀愁」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書展區

時間：5/3～5/29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總督府共發行五期公學校「國語」

候變遷問題，更提醒世人「不該視地球生態是理所當然」。環視地球現狀，的確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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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語）教科書，這些教科書中，

逢建樓50週年樓慶，竭誠的邀請同賀同月同日生民眾與曾在這奉

內容包含童話與寓言故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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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博物等實學知識、道德與公

一起見證光輝歷史的一刻。即日起請至本館官網「首頁-陽明山中山樓管理

民教育，甚至還有臺語等，每個時

所-50週年樓慶-樓友回娘家」網頁報名(http://www.ntl.edu.tw/ct.asp?xItem=5

期的插畫風格也有所不同，值得我

7829&ctNode=1616&mp=13) !

們細細閱讀。本次展覽為您翻開各

多環境不公、生態災難、環境壓力、環境污染等問題，再看看現今人們又做了哪些努
力，還給地球一個祥和、乾淨、正義、美麗的外貌！
踏出你個人抗暖化的第一步，就從參加書展開始吧！本次書展將展出一系列地球
生態、氣候變遷及環保等相關主題圖書，歡迎您的加入。

親愛的家長們，暑假為您的小寶貝安排一趟陽明山中山樓夏日尋寶之旅，不僅可

各主題的課文，與您一同認識1895

雙和藝廊

對象：國小中高年級學童（105年暑假升國小3～6年級）

欣馨書會會員書法聯展

地點：陽明山中山樓

時間：5/4～5/15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額滿或6/25止
洽詢電話：02-2861-6391
報名方式：本活動需下載報名表，以傳真或電子郵件報名，請至本館網站或掃描
QRcode 下載

2016 International Biodiversity Day
國際生物多樣性日嘉年華 生物多樣性體驗與普查系列活動
【活動一】2016 生物多樣性教育講座
時間：5/21（六）09:00-12:00
對象：學校師生、解說員、一般民眾（共100人） 地點：中山樓會議廳
【活動二】2016 生物多樣性闖關活動
時間：5/21（六）13:00-15:00
對象：學校師生、解說員、一般民眾(200名) 地點：中山樓廣場
【活動三】 2016生物多樣性普查 BioBlitz 活動
時間：5/22（日）07:00-16:00
對象：學校師生、解說員、一般民眾(普查需事先報名共 100名)
地點：中山樓週邊步道

地點：4F 雙和藝廊

主題電影院

《 2016 公視巡迴電影院 》

感。因此，書法除了表達文字本身之意義外，還能
以豐富多姿之形象視覺來感動人心，而成為一種藝
術品來欣賞；練習書法不僅可以訓練人的耐心與恆
心，還可以陶冶性情、修養心性與變化氣質，所以
歷代讀書人對書法都非常之重視。

青少年主題書展

閱讀，美的可能
時間：5/3～5/29

地點：3F 青春閱讀區

藝術相關知識的汲取與美感的培養，能涵養個人的心靈，
使生活更加豐富，同時能讓人更貼近美好生活。
為了讓更多的民眾、青少年接觸優質的藝術及美感領域的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復學系
101級教學成果展

圖書，本館辦理「閱讀，美的可能」主題書展。此次展出圖

時間：5/18～5/29

推薦專輯」，希望愛書人藉由閱讀，認識生活中的藝術、體驗

地點：4F 雙和藝廊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設立之目的，
在於臺灣區域文化特質之研究與保存，以傳統藝術技藝

書，主要參閱「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出版之「美感教育叢書
無所不在的美感。

■ 地點：1F 簡報室

5/05（四）
回家路上

十六歲的小風拒學、封閉自己，甚至不跟爸爸阿民講話。這
一天，她突然失蹤了！與小風相依為命的阿民著急的到處找
尋她，直至接到警察電話，才發現她竟然為了見網友，翹家
到台北去了，而小風的網友竟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

5/12（四）
蘋果的滋味

本片由李惠仁導演拍攝，紀錄香港壹傳媒進軍台灣，以其將
媒體視為商品經營角度出發，在台灣社會與媒體掀起巨變；
而期間政治與媒體、媒體與媒體不斷角力，基層員工、台灣
閱聽眾也只能持續地為自身權益掙扎……。

5/19（四）
愛情的盡頭

本片透過四對男女、四段關係，以交錯敘事的方式，呈現出
這時代愛情的輪廓，他們分別是「社青和酒女」、「男人和
妻子」、「老人和校花」以及「女人和男孩」。希望觀眾可
在這四段關係中，找到自己生命記憶中的一段過往；或者，
正在面對的進行式……。

5/26（四）
天使的收音機

阿暘自幼失聰，與患有輕度聽障的玥雯結婚生下了女兒「星
星」。但星星在小二時被發現聽力喪失，了解星星對「聽
見」的渴望，阿暘希望為她爭取裝人工電子耳，但手術費用
成了家裡龐大的負擔……。

書法藝術貴於美感的表達與性情之陶冶，因書
體的不同與技巧的變化，可表現出如圖畫般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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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至1945年之間殖民地教育的實況。 第一期「國語」教科書封面 第四期「國語」教科書封面

以放下沉重的書本壓力，同時也可呼吸到久違的新鮮空氣喔!
時間：7/27（三）、8/10（三）、8/17（三）8:20-17:30

艾絲裴(蘿拉蜜雪凱莉飾)是個平凡的家庭主婦，為了遷就丈夫詹姆斯(
羅南飾)研究海洋生物的工作，舉家搬到澳洲的小鎮。老公長期出海在
外，而艾絲裴則在陌生的小鎮獨立在家照顧兩個調皮的雙胞胎，孤單苦
悶的她於是透過網路影片把心聲唱出來，不料一炮而紅，甚至被雪梨的
廣告公司相中，積極要捧紅她，艾絲裴必須在事業跟家庭之間做出抉擇
. . . . . .。

■ 播放場次：14：00起 16:30起

期「國語」教科書，透過實際閱讀

2016小小文青，夏日探險尋寶趣

片長104分鐘

■ 播放場次：5/8(日) 一場/10：00起 ■ 地點：B1 演藝廳

「幸福家年華」影展導讀活動
■ 活動場次：1場/14：00-17：00

片長85分

片長118分

片長88分

片長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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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三）
親愛的奶奶

本片改編自真人真事。奶奶、媽媽和阿達3個人，為了不讓其他
兩人擔心，漸漸將秘密隱藏內心，卻也發生了許多事情，在問題
一一解決中，讓他們祖孫、親子、婆媳相互間的關係更加親密。

片長117分

5/25（三）
叫我第一名

真人真事改編電影。布萊德罹患一種神經無法自我控制的妥瑞氏
症，一心追求要做老師的夢想。他應徵時挫折不斷，終於如願
「站在學生前面」擔任老師。

片長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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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承、資料保存及研究等項目為主軸。此次展出內容包
括「古建裝飾藝術」及「調查成果」。
展出內容作品以古建裝飾藝術為主，作品部分分成
木雕、彩繪、交趾、剪黏四項原尺寸製作展示。資料調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額滿或5月16日止

查出版部分，則為國內該領域之先驅，本次調查對象為

報名方式：本活動需先線上報名，請至本館網站或掃描 QRcode

新北市淡水龍山寺針對其裝飾藝術進行完整的紀錄，以

洽詢電話：02-2861-6391

做為寺廟藝術推廣之重要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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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屆奧斯卡最佳男演員李奧納多，在得獎致詞時不忘大聲疾呼要大眾正視全球氣

展 覽

1895年至1945年之間，臺灣

辣媽女神 Godd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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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家在一起

奇妙海洋世界

片長94分鐘 普

時間：5/14（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改編自知名暢銷童書，由【馴龍高手】、【史瑞克】

時間：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 5/ 4（三）△▽ 小鯨魚要回家 & 延伸活動 /

人歐仔，兩人從敵人成好麻吉好友。他們展開尋找小媞

源源 阿姨

母親的的冒險旅程，並企圖化解阿布族和地球人的紛爭

★ 5/11（三）△▽ 偽裝小高手--海馬 & 延伸活動 /
麗容、素娥、瑞榮 阿姨

……。

★ 5/18（三）△ 小海螺和大鯨魚 / 麗貞 阿姨
▽ 果實漂漂 / 秀鳳 阿姨
★ 5/25（三）△ 小黑魚 / 素燕 阿姨

影片欣賞 2

爆走企鵝

▽ 浮冰上的小熊 / 繼英 阿姨

地點：B1 演藝廳

地點：4F 4045教室

鄭愁予（詩人）

鄭同僚（政大教育系教授）

國寶級詩人鄭愁予先生，原名文韜，幼年隨父轉戰馳徙
於大江南北，山川文物既入秉異之懷乃成跌宕宛轉之詩篇。
詩作展現視野由塞外江南而臺灣而北美，惟意識貫通，關懷
普遍，於細密精緻處前後如一，詩的人文性格愈見超越，筆
法則爐火純青，漸臻於無形。在《錯誤》一詩中「我達達的
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之名句，
數十年來於全球華人生活圈傳誦不輟，影響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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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公視董事長，現任政大教育系的鄭同僚老師，回返故
鄉澎湖，並立志為64座島嶼立傳的鄭老師，這次選擇了國境
最西的花嶼小島，開啟64座島嶼故事的第一幕。這個島上僅
有115人，幾乎不用閉戶的溫暖小島上，承載著上天豐厚的
自然贈禮，只是也有著一般偏鄉小島不被正視的種種美麗與哀愁。慢活踏查的步調
裡，卻和著這些，似乎都被遺忘的島民們唱出離島的快樂和隱憂。嫁來離島的外籍
新娘、看起來活潑但終將離開家人的新住民小朋友、落葉歸根、看盡風浪的討海阿
北……。每個人有他的人生悲喜，島嶼也是，就讓我們一同藉著這本《花嶼村2號─
澎湖小島踏查筆記》，重新思考我們站著的臺灣島嶼，也看見那些和我們聯繫著的
其他島嶼和人吧！

臺灣學系列講座

片長92分鐘 普

時間：5/28（六）14：00開始放映

障礙密碼─真人圖書講座

地點：1F 簡報室

夢工廠超人氣動畫【馬達加斯加】系列電影推出3D
喜劇動畫，這四隻黑白相間宛如穿著燕尾服的全球最火紅
逗趣爆笑企鵝—老大、卡哇伊、涼快以及新加入的菜鳥，
之旅會鬧出什麼樣的笑話？又會爆出什麼樣的火花？

主題書展

小小海洋探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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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5/1～5/31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知識，歡迎親子到館來欣賞，和我們一起愛
護美麗的海洋生態喔。

英語童話故事城堡
地點：B1 樂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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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心看房子─我的房仲職涯

時間：5/14（六）09：30-12：20

時間：5/21（六）14：00-16：00

林丁國（高雄醫學大學人文與藝術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地點：1F 簡報室

他看不到，但用心賣房子！
最常被問的問題是：你看不見，你要怎麼帶人家看房子？你看不見，你要怎麼賣
房子？高先生爬樓梯時會感覺這個樓梯好不好爬，環境潮濕或乾燥，或者是通風是否
良好。房子空間表現也與客戶接受度有關，高先生會帶著手杖，測量房子有多高。
如果你想知道，一個看不見的人他怎麼賣房子？怎麼在從業的第一年就賣掉五間
房子？那你一定要來參加這場真人圖書講座，一起來聽高先生分享美好、神奇的經
驗。

一年一度的海洋書展開始囉!本月親子資
料中心精選30本館藏好書，除了有趣的海洋
繪本故事，還有與海洋環境和動植物有關的

故事戲劇時間

近代臺灣體育與休閒生活

高豪聰（全盲房屋仲介）

即將踏上刺激的間諜冒險以捍衛族群存亡，究竟這趟探險

時間：5/7（六）15：00-16：00

時間：5/12（四）14：00-16：00

身心障礙者紀錄片系列影展

在聽人的世界裡

本場次為影片欣賞（荷語發音，中文字幕）

時間：5/22（日）14：00-15：00

地點：1F 簡報室

當聽障孩子與非聽障的孩子一起上學、受教育，對障礙者和
非障礙者而言，誰受的衝擊更大一點呢？荷蘭有一所中學，接受聽障學生與一般學生
一起上課，政府還提供手語老師伴讀，幫助聽障者正常學習。該班同學不僅沒有排斥
這樣的安排，還特別開了手語班，讓有興趣的同學學習用手語與聽障者溝通。幾位聽
障少年對這樣的安排有不同的意見，影片結束時，有的聽障少年已決定離開這所中
學，到啟聰學校找尋更多條件類似的同伴，也有人堅持留下來，繼續跟聽人學生一起
上學。
系列影展活動透過影像教育，增加一般民眾對身心障礙者的認識、理解，並學習
與身心障礙者相處互動的方式，減少隔閡。同時也期望讓身心障礙族群與其家屬能學
習接納障礙、並借鏡他人成功經驗，走出障礙陰霾。

地點：4F 4045教室

近代臺灣史上的體育運動與「體育」課程，雖然在清治末期已有傳教士、洋商帶
入；然而，系統性地規劃與實施體育教育，或發展體育、競賽類型的運動休閒活動，
則是始自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競爭」是體育運動的基本原則之一。依據臺灣體育協
會在1933年針對全臺各體育運動團體所作調查，網球和棒球是日治時期最為盛行的
運動項目。不僅運動團體的數量與參與人口都是全島之最，這兩項活動亦最受媒體矚
目，更有定期的、跨區域的賽事，堪稱日治時期最具代表性的運動項目。然而，臺灣
近代史上的運動比賽或體育教育與相關活動，卻始終不是單純的強健體魄或體能競技
而已。身體、體育競技、運動休閒活動，都與國家的富強、社會文明的進步之間畫上
了等號，更被賦予了許多運動場外的特殊意涵。本次講座即嘗試說明臺灣近代史上的
體育與休閒活動究竟具有那些特殊性，其背後又蘊藏著那些意義，而這些特殊性與意
義又是如何被不同的人轉化與運用。

臺灣學系列講座館藏延伸閱讀書展

從運動到體育的故事
時間：5/1～6/30

地點：5F 參考室入口書展區

臺灣進入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之後，這個與以往傳統帝國完
全不同的國家權力機器，無論是以衛生為藉口介入生活習慣與
風俗，或是以教育或國民健康加強對人民身體的控制；臺灣從
這一刻起，國家力量史無前例地從行政單位一路深入民間社
會，直指每個家庭，甚至滲入每個個人的身體與日常生活中。
本次書展中，本館將展示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與運動、休閒活動及體育課程相關的圖書
資料，不僅嘗試要重現所謂「現代化」國家的力量；同時，也希望能再次重現那些曾
隱藏於運動競賽場上或體育課程中的對抗、合作、競爭、依賴、游離與認同等相互衝
突、矛盾卻又緊緊交纏的情結。

講 座

族」的外星種族佔領成為新住所後，小女孩小媞成功地
躲過入侵者的追捕，隨後遇上了被放逐的可愛阿布族外星

時間：5/15（日）10：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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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嶼村2號─澎湖小島踏查筆記》

達達馬蹄，美麗錯誤

地點：B1 樂學室

親 子 活 動

製作群推出全新喜劇動畫。描述地球被一個叫作「阿布

與作家有約

大師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