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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場次：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8/04（四）

歐吉桑鄰好

St. Vincent de 
Van Nuys

12歲的奧立維來自一個破碎的單親家庭，意外和整天喝酒賭

博的文森與他的妓女女友妲卡成為朋友。雖然相差超過40

歲，但他們建立了特別、強烈的連結，文森教奧立維「如何

成為男人」，這是奧立維花心的父親無法教他的。但這樣的

課程因為被奧立維的媽媽發現而中斷……。

片長102分

[USA]

8/11（四）

最後的馬拉松

Back on Track

保羅曾在1956年的墨爾本奧運拿下馬拉松金牌，年屆70的他

決定與妻子一起搬到養老院居住。在面臨養老院毫無熱情的

生活後，保羅決定重拾跑鞋回到熱愛的慢跑運動，並向養老

院的住戶宣告要參加柏林的馬拉松大賽並拿下冠軍。然而支

持他的妻子卻在此時驟世，令保羅一蹶不振……。

片長114分

[Germany] 

8/18（四）

四海老傢伙

Good Old Boys

四個加起來超過三百歲的好朋友夢想一起去現場看足球決

賽，在夢想即將實現前，其中1位阿凱卻心臟病發掛點，葬禮

更偏偏辦在決賽那天！於是三個八十好幾的老伯伯，決定秉

持麻吉精神完成老友遺願：從葬禮上偷走阿凱的骨灰、裝進

餅乾盒內，打算神不知鬼不覺將阿凱「帶」進球場一起完成

夢想……！

片長95分

[SPAIN] 

8/25（四）

別跟山過不去

A Walk in the 
Woods

在英國生活了二十年的旅遊作家比爾（勞勃瑞福飾演），決

定搬回久違的美國定居，為了重新認識自己的家鄉，最好的

方法就是去爬著名的阿帕拉契山徑。於是在老友凱茲（尼克

諾特飾演）的陪伴之下，兩個加起來超過一百歲的男子，決

心靠著雙腿踏上超過三千公里的登山旅程……。

片長104分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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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爺奶看電影》主題電影院

臺灣將在二年後邁入高齡社會、十年內邁入超高齡社會，

人口老化速度世界第一。因此，老年生活及老人照護等議題也

備受矚目與討論。而在出版品方面，不論是一般出版社或政府

單位都有許多關於老人照護、老人福利及老人醫學等主題圖書

的出版。

本次「老後的生活」主題書展，除介紹一系列老年人身心靈方面的優良圖書，同

時推薦有關老人社會福利及照護之優良政府出版品。展出圖書包括簡媜《誰在銀閃閃

的地方，等你》、上野千鶴子《一個人的老後》及衛生福利部出版品《健康老化》

等。希望藉由書展能提供長輩正確的參考資料，也讓一般讀者對老後生活有更進一步

的瞭解。

主題書展

老後的生活
時間：8/2～9/4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你知道電影《動物方城市》中最療癒人心的動物樹獺分布

在哪些區域、動作到底有多慢嗎？而全球氣候異常究竟是如何

造成的？替代性能源是什麼？可以完全取代石油嗎？這些我們

很好奇，的以及種種與生活息息相關的科學知識，其實都可以

透過閱讀得到更進一步的資訊以及解答。

科學其實就在生活中，並非只是專業的學科或艱深的知識。今年暑假，就讓我們

閱讀一些與生活結合、有故事性及趣味性的科普書，希望透過書本，讓青少年進行一

趟科學探索之旅吧。

青少年主題書展

暑假暢遊科普知識
時間：8/2～9/4      地點：3F 青春閱讀區

雙和藝廊

來去中山樓喝茶趣去暑！從臺灣茶喝出中華文化！

今年恭逢中山樓落成50週年紀念，特地推出中

華茶文化特展及多項體驗活動，其中8月父親節的禮

親奉茶活動更是體認我固有的孝道文化的好機會！

暑夏期間，歡迎親子同遊中山樓，來去中山樓

喝茶趣去暑，從身心靈體驗中華文化之美！

帶著茶去旅行

陽明山中山樓50週年樓慶活動

★B1演藝廳座位計有500席，放映前30分鐘開放入座，視障者優先入場，額滿為止★

巴黎御膳房                                      片長90分鐘

■播放場次：8/28(日) 一場/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本片為真實事件改編而成，女主角的角色原型為法國史上第一位擔任總統御廚的女

性廚師，而當時的法國總統就是密特朗。霍騰瑟拉波利（凱特琳芙蘿飾）是一位法

國西南部小城頗有名氣的女廚師，對於將成為總統私人膳食總監這件事感到又驚又

喜。然而，當她來到愛麗舍宮上任時，首先引發的是中央廚房其餘廚師的嫉妒。

好在霍騰瑟對於料理專注完美、近乎苛求，讓總統非常滿意，令同行為之折服；超

有性格的她行事風格鮮明又帶點強硬，也獲得人們的尊重。總是以自己的心和靈魂

來研究、設計與烹調美食的霍騰瑟，雖然很快就用料理抓住了總統的胃，但是身處

一國的政治與權力中心—愛麗舍宮，霍騰瑟有些地方還是遇到了重重阻礙，尤其是

在私人感情方面……。

Haute Cuisine

清治時期在臺流通之出版品主要以石版或木版印刷

為多，早期亦多自中國本土進口。1885年長老教會發

行《臺灣府城教會報》堪稱為臺灣活字印刷之始。1895

年以後，雖然官方陸續發布多項出版法規，然而隨著近

代活字印刷術的引進、識字人口的增加，專業記者的誕

生，印刷出版產業漸趨蓬勃，《臺灣雜誌興亡史》、《愛書》、《學友》等館藏，均

是具有特色的出版品，而新高堂書店、蘭記書局等書店陸續開業，搭配便利的郵務系

統，擴大了圖書流通的管道。

讀書‧說書‧愛書─館藏舊籍出版類書展
時間：8/16～12/26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書展區

今年適值蔣渭水先生逝世85週年、臺灣文化協會創立95

週年、大安醫院創立100週年，為擴大紀念與宣揚蔣渭水先生

對臺灣現代自覺運動之貢獻，國立臺灣圖書館與財團法人蔣渭

水文化基金會遂合辦「自覺年代：蔣渭水歷史留真油畫暨資料

展」。本次展覽將展出蔣渭水基金會收藏、劉洋哲先生繪製與

蔣渭水先生的事蹟、或與其對知識啟蒙、知識傳播相關的歷史

留真油畫共15幅，包含「蔣渭水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時期」、

「臺灣文化協會第一屆理事會」、「蔣渭水撰寫〈臨床講義〉」、「臺灣民報東京創

立照」、「臺灣民報新年特刊發送」、「北港讀報社」、「臺灣民眾黨宜蘭民眾講

座」等；同時，亦將同步展出本館典藏之圖書、照片、手稿與文物資料等，以及本館

於100年、102年接受「臺灣近代先覺者文物保存聯誼會」贈藏之文物、照片與圖書

資料，藉以推廣臺灣民族運動先覺者之事蹟，深化相關知識的研究、傳播與應用，或

支援相關教學活動。

自覺年代：蔣渭水歷史留真油畫暨資料展
時間：8/5～8/28      地點：4F 雙和藝廊    

時間：8/1～8/30      地點：陽明山中山樓 1F 會議廳

書籍是為傳播知識學問而設；商周尚未產生正

式書籍。簡冊上承甲骨金文，當時是圖書的第一種

正規形制；之後出現簡冊、縑帛書、帛畫、地圖，

而孔子刪詩書，贊周易，訂禮樂，修春秋，刪定六

經，其意義為標誌書籍正式產生。後魏帛書減少，

六朝出現紙卷軸，唐代出現經摺裝，唐末五代出現

黏頁、包背和縫綴裝，蝴蝶裝盛行于宋元，至明代

中期包背裝盛行，明萬曆年間線裝書開始興盛，清代書籍多為線裝書。本次與民間藏

書家合作展出珍貴古典文獻，在時間為古代各式裝幀，空間上橫跨東亞，也包含韓國

與日本，值得民眾細細觀賞。

傳世聚珍談裝幀特展
時間：即日起～10/27      地點：5F 特展室 

★電影導賞活動–導賞人/黃英雄老師★

聯 合 國 訂 定 每 年 5 月 2 2 日 為 國 際 生 物 多 樣 性 日

（International Day for Biological Diversity），並制定

當年主題，喚起更多人對生物多樣性的重視及瞭解。2016

主題為「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維持人類的生存與生計」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Sustaining People and their Livelihoods），從經

濟、林業、漁業、旅遊等面向探討人類生活與生物多樣性密不可分的關係，若生物多

樣性喪失也等於人類生活的消失。期讀者可藉由本次規劃相關主題之優良政府出版品

書展，引發共鳴共同保護自然環境，維護生態平衡，以達世代永續利用之友善地球。

環養綠色大地！保育永續生命
時間：7/19～8/21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全臺各地校園內阿卡貝拉風氣盛行，於臺北及臺南

兩地擴大舉辦青年組初賽，不僅提供演出平臺，讓校園

人聲團體增加演出機會，更能落實全臺阿卡貝拉音樂的

拓展及推廣，今年臺北場本館特與臺灣合唱音樂中心合

作，提供北部地區愛好者有機會參與盛會，歡迎您闔家

蒞臨聽賞。自由入座，額滿為止。

臺灣盃現代阿卡貝拉大賽─青年組北區初賽

2016 臺灣國際重唱藝術節

時間：8/7（日）12：30 開始 / 12：00 入場      

地點：B1 演藝廳 

圖書醫院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政府出版品主題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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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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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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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描述一位住在日本東京郊外，無論讀書、體育、

藝術，各方面都比別人差的少年─野比大雄。有一天，大

雄的子孫─世修和哆啦A夢從二十二世紀一同搭乘時光機

到來，原因是大雄在長大後經商失敗，欠下大筆債務，從

而導致子孫們受到牽連，所以世修便派來了未來世界的藍

色貓型機器人，希望能改變大雄的悲慘命運，從此大雄就

和哆啦A夢一起生活，共同面對日常發生的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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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3（三）△ 像大樹一樣的人 / 慧民 阿姨               
                       ▽一直一直往下挖 / 寶英 阿姨       
★ 8/24（三）△ 我的娃娃朋友妲莉雅 / 春梅 阿姨              
                       ▽ 魔法的夏天 / 琬妤 阿姨
★ 8/17（三）△ 我種了高麗菜 / 慧民 阿姨       
                       ▽  完美的正方形 / 淑慧 阿姨
★ 8/24（三）△ 我的娃娃朋友妲莉雅 / 春梅 阿姨               
                       ▽ 魔法的夏天 / 琬妤 阿姨
★ 8/31（三）△ 小熊認識新朋友 / 淑慧 阿姨               
                       ▽ 勇敢的小伶 / 繼英 阿姨

顏宗海（長庚醫院腎臟系臨床毒物科主任）

曾幾何時，「食品安全」已經變成一種奢望，黑心食品流

竄市面，政府管控失能，面對這些亂象，長庚醫院臨床毒物科

顏宗海醫師希望能為食品安全盡一份力，捍衛民眾「吃得安心」的權利！

在本書中，他列舉近50種常見的食品添加物，將其對於身體的影響分成紅燈、

黃燈、綠燈三級，進行詳盡的解析，傳授讀者分辨之道，並整理近五年來24起重

大食安事件，揭露黑心業者魚目混珠的四大「加料」手法，主張「源頭管理、明確

標示、完善抽查、重罰黑心」全面把關。對於習慣自行煮食的讀者，從食材保存、

烹調方式、魚肉蔬果的挑選清理，到烹具、食器的挑選，顏醫師也提供了專業的建

議，就是要讓你細心地挑、放心地買、安心地吃。食品不安全的年代如何自保？就

靠這本黑心「食」代的書籍！

嚕嚕米一家決定進行一趟旅程，經歷一連串海上風暴

之後，他們來到蔚藍海岸。這裡是享樂天堂，到處都是富

豪、名流甚至還有電影明星！處處都充滿美食、華服及帥

哥的誘惑，一向善良的嚕嚕米也忍不住醋意大發。唯獨嚕

嚕米媽媽自覺與上流社會格格不入，離開五星級飯店的皇

家套房，住在海邊的破爛小船，種起自己的一片小花園，

等待家人回心轉意……在這片陽光與海灘，嚕嚕米一家的

感情受到終極考驗！史上首部手繪嚕嚕米原著電影，清新

療癒指數破表！在芬蘭上映蟬連雙週票房冠軍，勇奪芬蘭年度票房前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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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年一度的《好書大家讀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得獎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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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

影片欣賞 1

Stand by me 哆啦A夢 片長95分鐘        

時間：8/13（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影片欣賞 2

嚕嚕咪漫遊蔚藍海岸 片長77分鐘 
時間：8/27（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故事童樂會

〈好書大家讀〉得獎繪本故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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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書大家讀〉2015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時間：7/1～8/31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寶貝要上幼兒園了》─ 給特殊兒家長的入學準備工具箱
時間：8/10（三）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與作家有約

《食品不安全的年代如何自保？》
時間：8/30（二）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政府出版品專題講座

人文Ⅹ創新─樂學講座

普

時間：8/3 (三)、8/10 (三) 10：30～12：00

地點：1F 簡報室

對象：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 

喬治是隻與黃帽先生一起住在城市的小猴子。牠對生

活充滿熱情，對所有新事物都充滿興趣，什麼都願意動手

嘗試，但人家說……好奇心會殺死一隻貓，在這，好奇心

只會帶來驚喜與驚嚇！不過熱心又善良城市小子喬治是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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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猴喬治》系列影片陪著大家一起過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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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暑期影片欣賞活動

《好奇猴喬治》系列影片 片長90分鐘 

袁巧玲（臺北市個別化早療推廣協會理事長）

融合教育成功的要素需要充足的資源與支持，特別是家

長、一般老師、特教老師的充分合作，才能讓所有學生都能獲

得好處。目前讓特殊生及一般學生在同一個課堂上一起上課的

融合教育，已經是世界潮流，在歐美國家實行已有一些成果，

臺灣雖然也逐步落實中。本書作者結合美國教育的理論基礎及

經驗，以及在臺灣實際推廣的實務案例，希望能幫助家長及老

師與孩子一起做好準備，從幼兒園開始，順利融入學校生活。

故事帶領者：世界宗教博物館彩虹故事女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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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斯的國王新衣
時間：8/6（六）15：0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普

環境生態齊保護！綠色經濟新視野！
時間：8/14（日）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吳岱芝（社團法人台灣環境資訊協會資訊中心副主編）

2016年文化部第40屆金鼎獎：圖書類出版獎-政府出版品

獎，由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與社團法人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合作出版的《上課了！生物

多樣性》系列叢書第四冊「綠色經濟幸福學」獲獎，該書從綠經濟出發，透過對既有

經濟架構和體制的反思，破除耗用資源的開發經濟模式，以深入淺出的綠色經濟概念

介紹到國內外精彩案例分享，探討人類如何在與生態保育共存的平衡下創造綠奇蹟。

本館特別邀請本書作者群之一，任職於社團法人台灣環境資訊協會資訊中心吳岱

芝副主編，蒞館分享生態面的綠色經濟，介紹綠色經濟知識，讓我們對於環境生態保

育與綠色經濟有更全面的認識，歡迎大家一起來聆聽學習成長！

雲端閱讀

電子資源推廣課程

想了解圖書館有哪些有趣、熱門、實用的電子書與電子期刊，可以線上免費借

閱？滿足您＂閱聽＂的需求，豐富的館藏等您來認識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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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已有行動載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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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把鑽石當玻璃珠》
時間：8/6（六）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找到自己，夢想起飛—青少年暑期充充電系列活動

朱允文（吉思維多元智能教育創辦人）

一個愛塗鴉的孩子--劉大偉，如何在本土教育體制中受挫、

失去自信，卻在異國求學時，被一位老師賞識、鼓勵，發現自

己的天賦與熱情，扭轉了人生，終於在國際動畫界發光發熱的

故事！

《在白天做夢的人》
時間：8/21（日）10：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許瓊華（親職教育專業講師，本書作者呂冠緯之母）

看見自己、看見需要、走出屬於你的路。一個臺大醫學系

畢業的醫生，退伍後沒去做醫生，卻為了臺灣小朋友們的教育

（特別是偏鄉的孩子），在非營利的均一教育平台做全職的老

師，錄了幾百段的教學影片，協助弱勢孩子。從臺大醫生到網

路教師，敢夢敢為的翻轉人生。

詩人出少年：一行詩創作大賽
對       象：國、高中及大專院校在學學生，含研究生。

內     容：「題目」以六個字為限(不可有標點符號)，「內文」

十二字以內(不可有標點符號)，創作主題不限。詳見

比賽簡章。

收件日期：即日起～8/31 來稿請寄annie@mail.ntl.edu.tw

時間：8/4（四）14：00-17：00      地點：本館 2F 電腦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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