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和藝廊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電影聽賞活動–聽賞人/黃英雄老師★

主題書展

筆尖畫境─顧兆仁速寫創作展

「鳥瞰」摩登時代─國立臺灣圖書館＋林百貨特展

心靈健康促進

時間：7/2～7/17

時間：即日起～8/31

時間：7/5～7/31

地點：4F 雙和藝廊

活態度叫「摩登」，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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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圖書館前身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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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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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圖像看見歷史─臺灣文史研習
時間：7/13（三）

地點：國立臺灣文學館國際會議廳（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1號）

要做出美味的料理，需要真材實料，生動的歷史
教學，同樣需要有趣的故事和豐富的史料來打造。本
館特與國立臺灣文學館合作辦理「臺灣文史研習」，
主題為「非文字資料與教學研究」，提供臺灣文史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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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請至本館官網查詢 。

業心理師著作或推薦的心理健康促進好書；例如：《跟自己
門圖書，敬邀您來享受讓心靈成長的閱讀樂趣。

青少年主題書展

美味之旅—飲食文化巡禮
時間：7/5～7/31

地點：3F 青春閱讀區

食物，牽繫著人情和歷史。飲食行為則因國家文化、信

收書時間：7/5（二）～7/15（五）
14:00-19:00（週一休館）
收書地點：3F 服務櫃臺
換書時間：7/16（六）14:00-17:00
換書地點：B1樂學室
為推動閱讀風氣、鼓勵民眾以書會友，辦理好書交換活動，並藉由分享資
源，推廣資源再利用與愛護地球之觀念。

主題電影院 《陪孩子看電影》
■ 播放場次：14：00起 16:30起

■ 地點：1F 簡報室

7/07（四）
新美女與野獸
La Belle et la
Bete

出身富家、美麗善良的女孩為了拯救她的家人，獨自一人深
入野獸的魔幻城堡，沒想到在那裡等待她的，竟是超乎想像
的仙境和神秘孤獨的野獸。一場命運的邂逅，究竟這會將她
領向華麗悲傷的幻境，還是措不及防的真愛？

7/14（四）
不要讓琴子不開心
The round table

就讀國小三年級的琴子與七名家人住在大阪的小公寓裡，每
個人都超疼愛琴子，可是她自己卻超討厭這種看似完美的快
樂生活。她想要與眾不同，爺爺教會琴子「想像」，從那之
後她決定展開冒險，朝著夢想中的大人世界奔跑遊玩！

7/21（四）
貝禮一家
La Famille Belier

來自傳統農業家庭、內向平凡的少女寶拉，因被學校老師發
現具有歌唱天份，決定前往大城市參加音樂學校徵選，追求
自己的夢想。然而保守的爸爸極力反對此事，又在此時爸爸
因宿疾病發倒下了。面對夢想與家庭，寶拉的抉擇又是如何?

7/28（四）
五個小孩的校長
Little big master

結束名校教學生涯的呂慧紅校長，在看到一所幼稚園以極低
薪聘請校長的廣告後耿耿於懷。這間只有5位貧窮學生的學
校，若找不到新校長，將被地產商收購，孩子也將失去讀書
的機會。當初只想在學期完結前為小孩們找更好學校的慧
紅，最後贏得了支持且感染了更多的人……。

片長109分

片長113分

片長105分

仰和價值觀而異，也和風俗習慣、禮教儀式息息相關。品嘗
一碗蒸氣氤氳的熱湯，或是一碗味道單純的豆花，可能勾起
兒時回憶，也可能引發對一個地方的想念。「美味之旅—飲
食文化巡禮」主題書展，彙集了中外飲食文化、古今宴飲歷
史、地方風俗佳餚及名人飲食趣談等相關著作，請您一起來

：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成年親友陪伴觀賞！

片長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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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100人，本活動採審核制，全國國、高中以上
社會科教師及公共圖書館同仁優先，其他學科

找到自己，夢想起飛

教師次之。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7月10日止，額滿為止。
報名請上本館網站「活動報名」，或透過「揪in臺圖」
APP報名。詳情請洽(02)2926-6888#5413 蔡小姐

時間：7/12～8/28

地點：2F 書展區

人生最重要的功課是去發現、追尋、實現屬於自己的、獨特的生命意義，而青春
期正是對未來產生憧憬、開始編織夢想、動身去追尋的時刻。正處於青春期階段的
你，是否覺得在體格快速成長同時，心理也特別的敏感多變

2016好書交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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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好》、《脆弱的力量》、《轉個彎，就是天堂》……等熱

品味美食的文化，以及感受飲食風尚的永恆魅力。

源與教學的應用。

陽明山中山樓50週年樓慶樓友回娘家

嗎……？本月書展以心靈健康促進為主題，展出一系列由專

料。本次首度前進南臺灣，特別與臺南第一座百貨公司「林百

地點：4F 雙和藝廊

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成立於1980年，不定期
的舉辦展覽及學術研討會，深受書法界重視，近年來
陸續有多名新血加入，新進會員大部分是學會理監事
們的學生，每位老師的教學方式不同，篆、隸、草、
楷、行五體具備，風格多元，一起展出，互相觀摩、
砥勵，促進彼此情誼，而學會幹部也多為書壇老手，
傳統、前衛兼具，其作品也無不費盡心力用心創作，此次也協同展出。頗有華山論劍
之態。此次展出雖名為『新會員展』，但部分新會員實為書壇老將也都有個展經歷且
深受好評，老葉新枝會激盪出什麼浪潮?歡迎來現場一探究竟！

完美、克服脆弱走向成功，或是如何打造自己幸福的人生

灣總督府圖書館，是臺灣首座公辦圖書館，典藏許多珍貴的史

意由味勁─2016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新會員展
時間：7/20～7/31

中，企圖改變卻苦無機會嗎？而你想知道如何面對自身的不

■ 地點：B1 演藝廳

13歲的安琪，是個善良開朗的女孩，她的父母是虔誠的基督徒，致力於各大公益
活動，向來以助人為快樂之本，來教育自己的孩子。一天，班上新來的轉學生黛安
娜，因為先天上的腦部發育不全，班上所有同學都排擠她，唯有安琪願意跟她做朋
友，安琪也意外開啟黛安娜深藏不露的繪畫天分，原以為她們可以一起開心長大，
但安琪卻開始突然流鼻血或是出現視力模糊的狀況，醫院確診為慢性骨髓性白血
病，只剩下不到一週的生命……。

殖民教育的光與影─館藏舊籍公學校「國語」教科書展

呢？是否懷有許多夢想，又覺得不夠認識自己，或是追尋夢

時間：即日起～7/26

想的過程中常常感到迷惘呢？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書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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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家年華」影展導讀活動

■ 一場/14：00-17：00 ■ 地點：1F 簡報室

1895年至1945年之間，臺灣總督府共發行五期公

「找到自己，夢想起飛」主題書展，精選有關青春追尋

7/1(五)

7/8(五)

7/15(五)

7/22(五)

7/29(五)

學校「國語」（日語）教科書，這些教科書中，內容包

夢想的圖書，例如陳彥博的《夢想零極限》、《我是馬拉

逆風飛翔

我們是這樣長大

叫我第一名

馬拉松小子

親愛的奶奶

含童話與寓言故事、人物、地理、博物等實學知識、道

拉》等，希望藉由名人或具代表性人物的故事，能提供青少

94min.(普)

的94min. (普)

94min. (普)

94min (普)

94min. (輔)

德與公民教育，甚至還有臺語等，每個時期的插畫風格

年一些知識和方法。期待你可以從閱讀中發現自己，照亮自

也有所不同，值得我們細細閱讀。本次展覽為您翻開各

己的青春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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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動無需領票，活動前15分鐘開放入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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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欣賞

一九二○到一九三○年代前期的臺灣，有一種生

片長92分鐘

■ 播放場次：7/24(日) 14：00-17：00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你常常覺得情緒波動難以控制嗎？你正困在沈重的窠臼

地點：臺南林百貨4樓（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63號）11:00-22:00

展 覽

城市速寫（Urban Sketch），即在最短時間內，
在畫紙上迅速地將眼前景致轉化成流暢線條，並著上
色彩，這樣的繪圖方式，近年來在畫界蔚為風潮。
「筆尖畫境」系列作品為鋼筆或枯木筆結合水彩的速
寫作品，玄奘大學教授兼藝術家—顧兆仁老師，不僅
深入生活中每個角落、記錄下每個平凡時光，更透過精巧而不受拘束的筆法，知性的
結構觀察與感性的水墨渲染帶出個人心中的意境，描繪出人、事、物、景另一層面的
美感。在本次展覽中，每幅畫都能挖掘出顧老師的玩賞心得與風雅韻味，不論是校園
之美、景點寫意、山川古蹟、抑或叫賣小販、人群商場，在顧老師自得其樂的筆下，
通通成為令人意猶未盡的題材。

六月天使 Angel in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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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夏夜魔法

〈好書大家讀〉得獎繪本故事時間

片長99分鐘 普

時間：7/9（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本片講述兩個彼此為鄰的王國，一邊是黑暗森林，另

奇櫻草花勢不兩立。也因為如此，黑暗森林的國王下了一
道”禁愛令”，不但禁止談戀愛，更別說是跟精靈王國的
女孩兒們了……。

影片欣賞 2

地點：B1 樂學室

★ 7/ 6 （三）△我的老師是怪獸 / 慧民 阿姨
▽我的寶貝蛋 / 琬妤 阿姨
★ 7/13（三）△下雪日的約定 / 桂芳 阿姨
▽男子漢阿茶 / 秀鳳 阿姨
★ 7/20（三）△22個孤兒 / 慧民 阿姨
▽我的蔬菜寶寶 / 寶英 阿姨
★ 7/27（三）△水藍色圍巾 / 素燕 阿姨
▽給小熊的吻 / 繼英 阿姨

片長77分鐘 普

時間：7/23（六）14：00開始放映

《這位臺灣郎會說25種語言》

《行佛樂活─正向人生的知與行》

時間：7/9（六）14：00-16：00

時間：7/21（四）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謝智翔（本書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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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語帶你走向一個更廣闊的世界在天際不遠處。
作者曾到德法交換學生，體驗歐洲多語桌子活動；到安地
斯山區牧羊駝，學習印加文明的官方語言--克丘亞語；到緬甸寺
廟修行，在當地生活學緬甸語；去阿拉伯世界冒險……。這是
一個改變的冒險故事，更是一場探索世界的窺奇之旅！歡迎您
呼朋引伴一起來充充電！

對海綿寶寶來說，這是一次艱鉅的任務，因為他要拯

子共讀的好書？互動有趣的兒童繪本？想了解有那些實用且免費的語言學習管道？想
隨時掌握天下時事？想一指閱讀隨時通？館藏豐富的電子資源等您線上使用。
課程主題：

人的章魚哥、科學家松鼠珊迪和見錢眼開的蟹老闆決定一

7/14（四）14:00~17:00音樂欣賞‧法律時事

電影！」

主題書展

〈好書大家讀〉2015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時間：7/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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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一年一度的《好書大家讀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得獎

親子暑期影片欣賞活動

染和執著的煩惱與壓力，展現真實的如來自性。這個如來自性，就是永恆存在的無量
壽「真我」。

人文Ⅹ創新─樂學講座

《玩出孩子的新視野》
湯子瑢（玩樂教養實踐家）

地點：2F電腦教室

地點：4F 4045教室

玩生態、玩保育、玩歷史、玩知識，有計畫的放養，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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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身體驗及實作引導孩子主動學習、多方涉獵，從小累積不同
領域的知識，未來才有實力談創意與創新。
因此，玩樂與學習不該是對立的，當學習本身變成一件好

(3)電話報名：（02）2926-6888轉3501或4211。

玩的事情，玩得過癮又盡興時，孩子自然而然會將玩樂的內容植入大腦，透過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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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導，就能輕易地變成很難忘掉的基本常識了！

臺灣學系列講座館藏延伸閱讀書展

地點：1F 簡報室
對象：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

遊戲人生

喬治是隻與黃帽先生一起住在城市的小猴子。牠對生

時間：7/1～8/31

活充滿熱情，對所有新事物都充滿興趣，什麼都願意動手

故事戲劇時間

地點：5F 參考室入口書展區

為了讓歷史知識的教學、學習與推廣更加活化與深入，國

時間：7/2（六）15：00-16：00

戲本身，或是玩遊戲的方式，乃至於相應的玩具，在性質上都開

自由參加（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侯惠澤（臺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研究所 副教授）
立臺灣科技大學迷你教育研究團隊運用所提出之創新的遊戲式

小孩又分別玩那些遊戲？進入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之後，無論是遊

對象：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

地點：4F 4045教室

螺）之外，過去臺灣的兒童或青少年究竟還有那些玩具？大人與

你看看你，把這裡弄得這麼亂！
故事帶領者：本館第一組閱讀志工

臺灣歷史學習型文創桌遊設計

除了戲尪仔、人偶、風箏、于樂（會發出聲響的扯鈴、陀

我們跟著喬治一起聯手解決各種難題吧！歡迎家長帶著小朋友一起到圖書館，讓《好

地點：B1 樂學室

臺灣學系列講座

時間：7/9（六）09：30-12：20

解決問題的高手，頭腦聰明又靈活的牠，總會負責想辦法解決眼前的問題，現在就讓

活動當日上午10：00開始可至1樓親子資料中心櫃台領取號碼牌，活動前15分鐘
依序入場；因場地座位有限，僅提供前64位進場者入內觀看。

認知，形塑正向自在的人生觀。

時間：7/27（三）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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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猴喬治》系列影片陪著大家一起過暑假。

可以幫助在焦慮緊張生活情境的現代人調適生活，產生正確的

7/28（四）14:00~17:00語言學習‧文學檔案

時間：7/13 (三)、7/20 (三)、7/27 (三) 10：30～12：00

只會帶來驚喜與驚嚇！不過熱心又善良城市小子喬治是個

法的精髓，是行佛修持的指引，也是生活與工作的智慧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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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長90分鐘 普

嘗試，但人家說……好奇心會殺死一隻貓，在這，好奇心

意義和價值。其中平常心中所懷抱的道（三十七道品）貫串佛

7/21（四）14:00~17:00親子共讀‧繪本世界

書展又來囉!想知道本次有哪些好書獲得殊榮嗎？歡迎您一
起到圖書館來感受這些精彩繪本故事的圖文魅力喔。

《好奇猴喬治》系列影片

佛家的智慧透過無數經書傳世，這些實踐自有不同的時代

要為自己和別人創造快樂，拔除痛苦，隨緣保持歡喜心。從而捨去自我中心，清除情

的美味蟹堡祕方，海綿寶寶和重義氣的海星派大星、愛酸

安德森讚譽本片，「一部歡樂熱鬧、讓人捧腹大笑的冒險

鄭石岩（本書作者）

想滿足＂聽＂見全世界的渴望？想了解有那些實用的法律資源？想了解有那些親

救她的世界！當抗邪惡的海盜漢堡鬍船長，偷走了高機密

起離開水面，合力搶回秘方……。西雅圖時報影評人索倫

地點：4F 4045教室

作者深信佛陀所指引的「慈悲喜捨」四個無量心是生命實現的指南。他的意思是

雲端閱讀

電子資源推廣課程

地點：1F 簡報室

與作家有約

始發生了變化，並且可以看到來自於國家權力進行標準化與制度
化的痕跡。遊戲或玩具，甚至被附上了學習與教化的功能，而凌

翻轉教學模式，藉由產學合作，研發整合認知心理學分析專業團隊、遊戲設計師、歷
史研究學者、教學現場教師的臺灣史學習型文創桌遊作品。此次演講將分享目前歷史
學習的教學設計中常見的限制，以及如何設計跨領域桌遊作品的經驗。盼能提供有志

駕了娛樂的意義。7、8月份，讓我們一同來認識以前的人們究竟是怎麼玩遊戲、玩那

於設計或運用遊戲活動來促進大眾對臺灣歷史知識學習動機的夥伴一些參考資訊。演

些遊戲吧！

講中也將體驗桌遊，藉由參與遊戲活動來更認識自己居住的這塊土地的共同記憶。

講 座

草花，這是愛情靈藥的材料，兩個王國的人民就是為了神

時間：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親 子 活 動

一邊是精靈王國。延著兩國的邊界，綻放著帶有魔力的櫻

海綿寶寶─海陸大出擊

找到自己，夢想起飛—青少年暑期充充電系列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