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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 ■播放場次：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6/02（四）

邁阿密浩劫
Miami magma

霍特石油公司的鑽油平台失聯，引起外界高度關切。在安東

妮特偵測到海底溶岩的同時，前夫布萊德發現有人洩漏安東

妮特的研究資料給石油公司，並表示其開採樣本的化學成分

與海底熔岩相同。就在此時，蒸氣海嘯現身邁阿密海岸，安

東妮特將如何阻止悲劇發生？

片長87分 

6/16（四）

2012冰河未日
2012 ice age

冰島火山爆發，引發全美氣溫驟降－地球將步入一萬年前的

冰河世紀!在這場浩劫中，一名氣象科學家泰瑞為拯救困在紐

約的女兒茱莉亞，與家人從西岸開車一路向東長征，途中克

服重重困難終於抵達紐約，卻發現紐約的情況比他想像得更

糟糕……。

片長91分 

6/23（四）

城市變奏曲
Sprawling from 

grac

美國等先進國家在都市規劃上越來越仰賴汽車，隨著全球汽

車和小型卡車總數超過25億輛，更帶來嚴重的環境汙染及石

油蘊藏量逐年下滑之問題。本片探討都市發展與環境保護之

間的重要關聯，唯有面問題重新規劃永續環保的都市發展模

式，才能讓後代子孫享有更便捷的未來……。

片長82分 

6/30（四）

心靈勇氣
Promised land

從小在農場長大的史提夫巴特勒(麥特戴蒙 飾)是一名天然氣

能源開發公司的王牌業務員，被公司派往麥金利小鎮說服當

地居民將土地開採權賣給能源公司。而在小鎮資深教師法蘭

克葉慈及環保人士達斯汀諾貝爾揭發下，鎮民開始恐慌家園

的安全問題。史提夫也在一步步遊說居民的過程中，內心漸

漸產生了變化，甚至開始懷疑起自己的良知……。

片長10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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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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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城市變奏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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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還有臺語等，每個時期的插畫風格也有所不

同，值得我們細細閱讀。本次展覽為您翻開各

期「國語」教科書，透過實際閱讀各主題的課

文，與您一同認識1895～1945年之間殖民地

教育的實況。

主題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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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書展區

畢業季來臨，不論您剛從學校畢業，即將跨入職場，或是計

畫邁入新的學程、規劃新的人生方向，閱讀，可以幫助您重塑視

野、打造職涯優勢。

想為自己邁入下一個人生

旅程做好準備嗎？或是想在職

場上發揮所長、大展身手嗎？

歡迎您蒞臨書展參觀閱讀，並

祝各位畢業生乘著夢想的翅膀

展翅高飛，盡情體驗充滿挑戰

的精彩人生。

主題書展

畢業季！為新鮮人加油
時間：5/31～7/3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你知道德國大文豪歌德如

何成就了不朽名作《少年維特

的煩惱》？是什麼樣的內容讓

這本書一出版即暢銷，甚至連

當時叱吒風雲的拿破崙，都讀

了七遍。而影響中國人最深的

一部經典《論語》又蘊含了何

種魅力，可以歷久彌新？ 

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說：「經典作品是那些你經常聽人家說『我正在重讀……』

而不是『我正在讀……』的書。」也有人說，所謂經典，就是初次讀它會有似曾相識

之感，每次重讀也會有初識之感。也許《紅樓夢》、《三國演義》曾經是你童年玩伴

或中學指定課外讀物，但是「一部經典作品是每次重讀都好像初讀那樣帶來發現的

書。」不論你是否讀過這些經典，我們希望透過閱讀文學經典，帶給你豐富的體驗。

青少年主題書展

閱讀，文學經典
時間：5/31～7/3      地點：3F 青春閱讀區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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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們不僅可親身體驗走進百元鈔中山樓，還

可在昔日款待外賓用餐的國宴廳見習國際餐桌禮儀，

學習如何做個富而好禮的小紳士和小淑女。因中山樓

位處陽明山，且為世界上唯一直接蓋在硫磺坑口上的

超大型建築物，其豐富的生態與建築景觀，也是不容錯過的天然教室! 另外，除了特

殊景觀外，樓內的設計更是雕龍畫棟、金碧輝煌，處處可見昔日建築師修澤蘭女士的

設計巧思，其中宮燈的設計亦十分令人讚嘆不已，全數皆為手工打造，小朋友們可跟

著導覽老師的腳步尋找隱身在中山樓內的宮燈，進行一場夏日尋寶大作戰!

時間：第一梯次7/27（三）、第二梯次8/10（三）、第三梯次8/17（三）

對象：國小中高年級學童（105年暑假升國小3～6年級）

地點：陽明山中山樓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額滿或6/25止

洽詢電話：02-2861-6391

報名表及簡章下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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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文青，夏日探險尋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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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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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誠的邀請同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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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報名(http://www.ntl.edu.tw/ct.asp?xItem=5782

9&ctNode=1616&mp=13) !

★B1演藝廳座位計有500席，放映前30分鐘開放入座，額滿為止★

間諜橋                           片長142分鐘

■播放場次：6/12(日) 一場/14：00起  ■地點：B1 演藝廳

本片改編自真人真事，由史蒂芬史匹柏執導。劇情敘述在冷戰初期，湯

姆漢克飾演的紐約出色律師詹姆斯唐納文，為一名蘇聯情報原魯道夫阿

貝爾辯護，兩人因此建立起微妙的情誼。之後，詹姆斯又受中情局聘用

擔任該局代表與蘇聯談判，扛下幾乎不可能達成的談判大任……。

Bridge of Spies

一九二○到一九三○年代前期的臺灣，有一種生活態度叫「摩登」，音譯自

modern。這時候，我們已經有了圖書館、電影院、百貨公

司和流行音樂，男性穿西裝，女孩燙頭髮，「摩登」不僅是

流行，是時尚，也是一九三○年代的主旋律。

國立臺灣圖書館是臺灣首座公辦圖書館，迄今已逾百

年，典藏許多珍貴的史料。本次首度前進南臺灣，特別與臺

南第一座百貨公司「林百貨」合作，精選雜誌《臺灣公論》

於1936年至1939年間連載的一系列臺灣各地鳥瞰圖展出，

讓您除了感受八十餘年前臺灣人的休閒娛樂之外，更能藉由

全國唯一的館藏鳥瞰圖，飽覽臺灣各地特別的地貌景色與人

文風情。

「鳥瞰」摩登時代─國立臺灣圖書館＋林百貨特展
開放時間：6/14～8/31  11:00-22:00    

地點：臺南林百貨4樓（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63號）

國立臺灣圖書館為落實藝術生活化理念，提倡終身學習，因此長年開設研習班課

程，並延聘名家執教，提供一個好的學習環

境，讓愛好學習的民眾，有一個學習成長的機

會，本次展出作品，包括水彩、攝影、拼布、

素描、書畫、電腦、版畫、音樂賞析、蝶谷巴

特、手工香皂……等。終身學習研習班第59

期招生中，歡迎您加入學習行列!詳細內容請

上本館網頁查詢。

雙和藝廊

學無止境─國立臺灣圖書館第58期終身學習研習班成果展
時間：6/2～6/29      地點：4F雙和藝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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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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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6/30      地點：5F 參考室入口書展區

第59期終身學習研習班招生中!
招生對象：凡年滿13歲對本研習班有興趣即可報名。

班   別：開設有書法、瑜珈、水彩、國畫、素描、音樂賞析、拼布、蝶谷巴

特、電腦、版畫……等課程。

授課時數：18週，每週上課一次（2小時）。

開課日期：8月中至12月底。

費   用：每人每班新臺幣3,000元，運動類課程(瑜珈與彼拉提斯班每班新臺

幣3,500元) (低收入戶憑證明可享報名費六折優待）

報名方式與時間：詳見招生簡章，簡章於本館服務台索取或本館網頁/活動訊

息/研習班查詢。

1050524-圖書館二校稿(10506)-cs4.indd   1 5/24/2016   10:27:40 AM



親 

子 

活 

動

講 

座

對於充滿著怪物的「尖叫旅社」來說，慢慢地接納人

類的客人讓旅社的營運越來越好！然而，德古拉卻擔心他

那半人半吸血鬼的外孫，是個「全」人類而完全不像吸血

鬼！所以當女兒梅菲絲與人類老公強尼去度假時，德古拉

與科學怪人、木乃伊、狼人等好友，帶著丹尼斯展開怪物

新生訓練，希望能夠打開他的吸血鬼基因，卻也引來一連

串的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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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1（三）△ 慌張先生 / 麗貞 阿姨

                      ▽ 顧奶奶和拼圖豬 / 秀鳳 阿姨       

★ 6/ 8（三）△▽ 我的手掌印-創意繪本 

                       & 延伸活動 / 麗容、素娥、瑞榮 阿姨

★ 6/15（三）△ 捉迷藏‧捉迷藏 / 致良 阿姨          

                       ▽ 小老鼠奇奇去外婆家 / 繼英 阿姨

★ 6/22（三）△ 阿松爺爺的柿子樹 / 素燕 阿姨       

                       ▽ 一根羽毛也不能動 / 春梅 阿姨

★ 6/29（三）△ 陀螺轉轉轉 / 慧民 阿姨             

                       ▽  蘿拉的藏寶圖 / 琬妤 阿姨

眭澔平（本片導演）

在身心障礙者所見的「缺陷」，是顯而易見的；但在

所謂一般人身上的「缺點」，卻是容易被人忽略的。本片

透過訪問不同身心障礙者和非障者，發現其實身心障礙者和普羅大眾並無不同，接納

這些缺陷，可以使我們面對更完美的人生。本場次活動特邀眭澔平導演映後座談，歡

迎對此議題有興趣的民眾踴躍參加。

洪泰雄（臺灣大學營養教育與傳播講師）

作者洪泰雄老師於2010年之前飽受肥胖、睡眠呼吸

中止症與高血壓纏身之苦。為找回健康，多方尋求醫、學

界友人協助，並大量閱讀營養、飲食及健康類相關書籍。

2014年起，擔任《國語日報．親子愛健康》專欄作家，以

自身經驗及所學，傳授非學不可的營養守則，並在臺大開

班授課，人人搶修，被稱為「比江蕙票還難搶的課程」之

一，不少學生邊上課邊實踐所學，有人2個月瘦5公斤，也

有人因此改善長期失眠困擾。

新成軍的正義聯盟成功保衛大都會市的安全，讓犯罪

無所遁形，這讓邪惡的天才雷克斯路瑟非常不滿。因此他

集結黑蝠魟，聖納托和一群心狠手辣的新成員，成立專屬

於他的聯盟─「末日軍團」。這群充滿黑色力量的超級反

派企圖襲擊政府最高機密基地─５２區，雷克斯能夠稱心

如意，並且大獲全勝嗎？超人、蝙蝠俠、神力女超人和其

他正義聯盟英雄們接到事故警報後，也準備好對抗這支世

界最邪惡的超級壞蛋軍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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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偵探小說一直是許多大人喜愛的閱讀類型。然而對

小朋友來說，繪本裡也有很多相關的有趣故事等著小讀

者來挑戰喔!本月親子資料中心精選一系列好書，快拿起

手中的放大鏡，和我們一起從繪本中尋找蛛絲馬跡吧！

普

影片欣賞 1

尖叫旅社 2 片長90分鐘        

時間：6/11（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影片欣賞 2

樂高電影─正義聯盟大戰末日軍團 片長77分

時間：6/25（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故事童樂會

兒童遊戲故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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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偵探冒險家
時間：6/1～6/30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身心障礙者紀錄片系列影展

「缺陷使我們更完美」暨導演映後座談
時間：6/19（日）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男女互尊重！相處樂融融
時間：6/26（日）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與作家有約

《聰明健康吃，打造好體質》
時間：6/29（三）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雲端閱讀

電子資源推廣課程

政府出版品專題講座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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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戲劇時間

小兔子的奇怪阿嬤
時間：6/18（六）15：0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黃蕙欣（臺北市金華國中老師）

近年來，因為情變或分手引發的暴力事

件，在媒體上時有報導。過去，一般人可能

會以為，情殺是屬於發生在成年人之間的

「社會事件」，但現在校園發生相關案例層

出不窮，因此，如何學習「好聚好散」感情

值得大家省思。黃蕙欣老師有著豐富的性別

教育專業，並與國家教育研究院共同製作性

別平等教育專書《性別平等教育VII》。黃蕙

欣老師將於講座慷慨分享性別教育經驗，介紹性別平等專業知識，讓我們對於性別平

等議題有更全面的認識，歡迎大家一起來聆聽、學習成長！

如果可以......我想聽見的是小朋友笑聲
時間：6/18（六）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障礙密碼─真人圖書講座

黃振剛（聽障泳池教練）

他是一位聽障者、也是一位泳池教練、更是一位救生員。聽不

見水上活動世界裡歡笑聲音，其實感覺挺孤寂的。當年只是單純想學游泳，不過教練

不太會教聽障學員，也無法請手語翻譯員現場翻譯，自己排除萬難堅持學完。

當上泳池教練及救生員，覺得人生過得更有意義，可以教別人游泳及求生技巧，

但他還有一個夢想計畫，希望開班授課，希望愛好水中運動的聽障者能跟自己一樣，

或許將來有更多聽障夥伴投入這個領域，打破偏見需要從自己開始，也打破社會大眾

的偏見，聽不見一樣能當救生員。

想多一點認識臺灣？想一指閱讀隨時通？想滿足＂聽＂見全世界的渴望？想隨時

掌握天下時事？想了解有那些實用的法律資源？館藏豐富的電子資源等您線上使用。

課程主題：

6/01（三）14:00-17:00  臺灣學研究 

6/16（四）14:00-17:00  電子書

6/23（四）14:00-17:00  閱讀生活e指通(1)

6/30（四）14:00-17:00  閱讀生活e指通(2)

地點：4F 4045教室

報名方式：

(1)網路報名：本館網頁活動報名、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或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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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報名：（02）2926-6888轉3501或4211。

注意事項：(1)如您有行動載具（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可攜帶至課堂以利學習與

操作練習。(2)館內提供免費無線網路，但人多時可能影響連線速度。(3)報名成功並

接獲本館通知者，如因事無法前來上課時，請電話(29266888#3501)通知本館。

我國政府出版品在主管機關文化部積極推動與各

機關的努力下，不僅在出版量上非常豐富，出版品質

也更進步與多元化。為加強推廣政府優良出版品，本

館每年規劃熱門主題書展，提供民眾文化饗宴。

臺灣社會經歷民主化蛻變，國人對於性別平等議

題越來越重視，政府機關除了透過法律保障（如：性

侵害犯罪防治法、性別平等教育法……等），亦加強兩性教育不遺餘力。

為了讓社會大眾深入瞭解性別平等教育，本次特別辦理「性別平等最美

好！快樂生活沒煩惱」政府出版品主題書展，期讀者可藉由相關主題之優良

政府出版品，引發共鳴，共創認可差異、肯定差異、接納多元、尊重多元性

別的友善社會。

政府出版品主題書展

性別平等最美好！快樂生活沒煩惱
時間：6/7～7/10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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