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醫院

雙和藝廊

一般圖書及政府出版品主題書展

海山人體畫室十周年成果發表聯展

傳世聚珍談裝幀特展

建築美學

時間：9/1～9/13

時間：即日起～10/27

時間：9/6～10/2

地點：4F 雙和藝廊

地點：5F 特展室

■ 播放場次：9/18(日) 一場/14：00起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建築史家里藍德羅思（Leland Roth）曾經說「建築是一件不能迴避的藝術」，

班，成立於民國94年每周六於新北高工圖書館作畫，

正式書籍。簡冊上承甲骨金文，當時是圖書的第

因為建築物就在城市之中，放眼所及皆能看得到。因此，不論在旅行風景中或是居住

一種正規形制；之後出現簡冊、縑帛書、帛畫、

活、生活藝術而努力。此次十周年成果發表聯展，作

地圖，而孔子刪詩書，贊周易，訂禮樂，修春

品包含油畫、水墨、水彩、粉彩、壓克力、炭鉛等類

秋，刪定六經，其意義為標誌書籍正式產生。後

別，題材一部份為風景、寫意外另有人體畫的呈現共
約50件，多為近兩年內學員新作。誠摯歡迎藝術同好
共襄盛舉，不吝指教！

陳炫亨台灣柴燒民藝─火舞之美
時間：9/21～10/2

魏帛書減少，六朝出現紙卷軸，唐代出現經摺

的城市中，建築給人們關鍵的印象。每一個建築物除了代表了當地民族文化、自然限
制，同時建築的美也呈現一個城市的文化、風格，以及某種更深刻、更能喚起情感、
也更世界性的東西。
事等優良圖書及政府出版品。展出圖書包括《從總督府到總統府：建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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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建築這麼蓋，原來有奧祕》及《岸邊書藏》等。期望透過書展能帶領民眾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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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美學領域，更進入每一件建築作品的故事，領略令人感動的建築。

跨東亞，也包含韓國與日本，值得民眾細細觀賞。

地點：4F 雙和藝廊

本展開幕：9/24（六）14:30

作者臉書：hsuan888

柴燒是土與火最美麗的邂逅。每一次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燒窯日以繼夜精疲力竭，每一次出窯屏息

讀書‧說書‧愛書─館藏舊籍出版類書展

以待驚呼連連。除了自然的落灰與火痕令

時間：8/16～12/25

人神迷，作者陳炫亨也以掛釉方式尋求落
灰與釉的再次交會，焠煉激發出閃耀或典
雅內斂的作品。近年以柴窯燒製陶瓷創作
的茶器與花器越來越多，希望使更多的茶
人在使用炫亨茶器時有美的視覺饗宴與手
感，增加生活逸趣。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書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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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方式：請填妥雙和藝廊展覽申

館企劃推廣組收，信封上並註明
「申請106年下半年度雙和藝廊檔
期」。詳細資料請上本館網站/活動
訊息/展覽查詢。

時間：9/6～10/2

地點：3F 青春閱讀區

聽到 "中東"，你會想到什麼?是新聞事件中的伊斯蘭國(IS)組織？是地理課本上

均是具有特色的出版品，而新高堂書店、蘭記書局等書店陸

三大宗教的朝聖地耶路撒冷？還是奢華旅遊行程中的杜拜大城？而我們印象中的的中

續開業，搭配便利的郵務系統，擴大了圖書流通的管道。

東，還包括了肚皮舞文化、包著頭巾的伊斯蘭婦女，和常出現在新聞報導中與宗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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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電影院 《吾愛吾師》
■ 播放場次：14：00起 16:30起

■ 地點：1F 簡報室

9/01（四）
極道鮮師
Gokusen:The Movie

出身黑道世家、擔任高校教師長達七年的山口久美子，以滿
腔的熱誠與獨特的另類教學，一直在赤銅學院擔任數學老
師。而就在山美以前的學生小田切龍來此當實習老師的同
時，赤銅學院學生捲入與街頭混混的糾紛，剛畢業的風間廉
也爆出販毒疑雲，向來熱血無懼的山美面臨「極道鮮師」上
任以來的最大危機……。

9/08（四）
教師日記
The teacher's
dairy

曾經是摔角選手的宋在佛曆2555年至一所偏遠學校轉任教
職。偶然間他在校舍中找到前任教師安所遺留的日記，宋
如同找到知音一般，兩人像是隔著時空在互相交流。當安
再次回到這所學校找到自己之前留下的日記，發現裡頭寫進
了宋的故事，而一種叫做"想念"的情愫在她的心中悄悄萌
芽……。

9/22（四）
墊底辣妹
Flying Colors

辣妹彩加成績科科墊底，英文一竅不通，畫日本地圖只是個
圓。焦急的母親將她送到令人稱讚的教師--坪田信貴的課堂
上學習。老師與彩加的努力，扭轉了周遭人們對「辣妹不會
讀書」的刻板看法，同時也改變她與家人間的緊張關係。

片長117分

9/29（四）

卡斯柏是一名波蘭高中的歷史老師，帶領著一群離經叛道
的高三學生展翅高飛。就在這群高中生即將參加畢業考之
前，卡斯柏發現自己因為罕見的遺傳缺陷，即將面臨永遠失
明……。

片長106分

逆光教師
Carte Blanche

：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成年親友陪伴觀賞！

片長118分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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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長110分
[泰]

[日]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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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有關的紛擾。這些令人覺得魔幻的中東文化，以及現實中與世界有著衝突與矛盾
的中東國家，都屬於中東的面貌，卻又不能代表中東的全貌。
中東究竟和我們想的一樣嗎？就讓我們透過書展來介紹中東的地理、歷史、宗

陽明山中山樓50週年樓慶樓友回娘家

教、文化與經濟等，期待讀者能經由閱讀解開中東五千年複雜的歷史，並瞭解中東現
況與對世界的影響力。

請表（可至本館服務臺或網站下
載），備齊相關申請文件，寄至本

中東，和你想的不一樣！

蓬勃，《臺灣雜誌興亡史》、《愛書》、《學友》等館藏，

106年下半年度雙和藝廊展覽檔期申請開始囉！
申請時間：即日起～9/30

青少年主題書展

■ 地點：B1 演藝廳

勞勃狄尼洛所飾演的70歲鰥夫班(Ben Whittaker)年輕時曾是事業有成的生意人，退休後決
定不甘寂寞決定重返職場，以高齡實習生的身分加入了茱兒(安海瑟威飾)所創辦的時尚購
物網站！一開始班的存在似乎與整公司的年輕人顯得有點格格不入，但人生歷練豐富的班
漸漸以他善解人意又好相處的性格，開始贏得同事間的好感與信賴。年紀輕輕就背負公司
成敗的公司創辦人茱兒，被工作與家庭的負擔壓的喘不過氣，面臨失衡的生活與公司董事
會的質疑，歷盡滄桑的班會如何協助茱兒認識自我的真正價值呢？

本次「建築美學」主題書展，將介紹建築概論、建築歷史、知名建築及建築師故

裝，唐末五代出現黏頁、包背和縫綴裝，蝴蝶裝

片長121分鐘

影片欣賞

書籍是為傳播知識學問而設；商周尚未產生

展 覽

海山人體畫室為新北高工成人第二專長推廣教育
其宗旨為推廣生活休閒、藝術創作，並為實現藝術生

高年級實習生 The Intern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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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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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五)

9/9(五)

9/23(五)

新魯冰花-孩子的天空

騎單車的男孩

我們是這樣長大的

96min. (普)

87min. (護)

94min.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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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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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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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精靈找麻煩

2016臺灣紀錄片巡迴─影片欣賞暨映後座談

故事童樂會

影片欣賞 1

跟著繪本做運動

片長77分鐘 普

時間：9/10（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一個不經意的動作破壞了人類與小精靈微妙生存的平

漫畫版本的故事出版超過百萬本。
喬因為亂丟垃圾不小心差點毀了小精靈王國，小精靈
們為了捍衛自己的國土，對喬展開一連串報復的惡作劇，
但卻也意外地讓喬遇見了真命天女--蜜雪兒，不過喬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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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07（三）△▽ 小奇的藍絲帶、動物奧運會
& 延伸活動 / 源源 阿姨
★ 9/14（三）△▽ 鯊魚可以上體育課嗎?
& 延伸活動 / 麗容、瑞榮、素娥 阿姨
★ 9/21（三）△ 蔬菜運動會 / 繼英 阿姨
▽ 你是一隻獅子！
跟著動物們一起做運動 / 春梅 阿姨
★ 9/28（三）△ 跑跑鎮 / 楚萍 阿姨
▽ 小鱷魚，最怕水 / 秀鳳 阿姨

活也因為那些小精靈的惡作劇變得不太順利。到底喬該如

片長：6部共60分鐘（普）

時間：9/13（二）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謝基煌（新北市成福國小教導主任）
《放學後的秘密》、《爸爸的功課表》、《穀子穀子》、

參加方式：8月5日起網路報名，額滿為止!

錄片，是學校裡小小學生的紀實。本次一共播放6部紀錄片，分

報名網址：http://reading.udn.com/act/20160801/

別為《放學後的秘密》：紀錄放學鐘聲響起時，才正要展開各
自的旅程，才正是祕密的開始；《爸爸的功課表》：過程讓學

子穀子》：作業只有「一包穀子」，為了把穀子培育成秧苗，天天澆水，耐心等待，
阿公、阿嬤也給技術指導，過程中發現阿公、阿嬤們比老師厲害多了喔!《生態、少
年、夢》紀錄學生去探險及觀察生態的過程，從校園及三峽的自然環境出發，去發現
身邊生物的多樣性並將這些感動紀錄下來；《小小生態攝影社》︰故事是記錄成福生

童須父母、師長或成年親友陪伴輔導觀賞。）

時間：9/24（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小小兵從人類發跡以前就活躍在地球上，追隨窮兇惡極的大惡棍是他們的生活目
標。但是找一個主人很容易，要他們跟得久卻很難，這群
渾身圓圓黃黃的小傢伙服侍幾任老大，沒一個有好下場。
有段時間，沒主人的小小兵們流亡到南極建立新天地，可

態攝影社的孩子記錄生態與從生態攝影中獲得自信的故事；《弟子規》以【弟子規】

主題書展

做文本，一人一鏡做詩文接龍，藉由古時作為家庭及生活教育基礎的教材為觸媒，帶

繪本運動會
時間：9/1～9/30

動兒童對於求學生活及家庭的想像，並用遊戲的方式帶引感受影像的迷人；歡迎您共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卿說，「生活」兩個字，才是我所了解的「教育」。

《生態、少年、夢》、《小小生態攝影社》、《弟子規》等紀

課表，於是小朋友幫爸爸規劃一個功課表讓爸爸來實踐。《穀

（保護級，未滿6歲之兒童不得觀賞，6歲以上12歲未滿之兒

蔡穎卿（作 家）

我們自己樂意做個『好大人』，給孩子一個好的身影跟隨。」蔡穎

生來談爸爸及如何拍攝，後來學生也想讓爸爸和他們一樣有功

片長91分鐘 護

地點：4F 4045教室

累而成的力量與影響，「教育中最重要的，不是給孩子規條，而是

到底會帶給喬多大的大麻煩？讓我們一探究竟吧。

小小兵

時間：9/3（六）14：00-16：00

一位極力主張以家事實作與生活關懷落實教養的母親，她堅信，教育是一天天積

11：30 入場，額滿為止。

何擺脫小精靈們的詛咒也得到蜜雪兒的歡心？小精靈們又

影片欣賞 2

陪伴閱讀和孩子讀一本好書

同欣賞紀錄片之美妙!

與作家有約

《今年開始，人生都是自己的》
退休十年，我很好！老黑的無憾樂活告白
時間：9/14（三）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田臨斌（曾任殼牌石油公司 CEO ）
「退休」，其實更像人生的一場長假。你要如何安排大把
時間、如何享受前所未有的自由？
頂峰之際，放下工作，移居南台灣，積極經營退休後的樂活人生。尤其中年負擔比
係重在感情支持、自我實現，而非互相取暖、消磨時光。因此，保持健康是一種責

地點:

任。學會和自己做朋友，養成獨立思考習慣；享受獨處，優雅老去。

國立臺灣圖書館五樓特展室

心觀賞我們的繪本運動會!

2016臺灣紀錄片巡迴─影片欣賞

《幸福作業簿》
片長：87分鐘（普）

時間：9/20（二）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11：30 入場，額滿為止。

人夠壞、夠邪惡、夠強壯！與凱文同行的是貪吃的史都華

臺灣學系列講座

和膽小的蘿蔔，他們翻越大半個地球，揹負族人未來的希

從嫁來臺灣的第一天起，外籍配偶學做臺灣媳婦，被壓抑的自我只能靠著廚藝和

望。此時是1968年，格魯出現的42年前，凱文一行人來

鄉親鄉情來慰藉。故事從一條彎彎山路開始，紀錄片主角阮雪絨敘述那晚來到臺灣的

流變動物：淺談臺灣當代自然書寫

到奧蘭多參加「大壞蛋博覽會」，惡棍界的第一把交椅：

第一印象，黑漆漆的以為被賣來臺灣，忐忑與恐懼一路尾隨著。雪絨說出很多嫁來臺

時間：9/10（六）09：30-12：20

灣的新住民共同的徬徨和煎熬，他們為了達成心願與夢想不約而同選擇嫁來臺灣這條

李育霖老師（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路，就像雪絨女兒的一份家庭作業一樣，幸福是甚麼？劇中的另外兩位女主角也因為

臺灣自1970年代起，民眾的環保意識

學校老師的家訪，促成他們

被喚醒，群眾和作家高度關注這塊土

回到久久不見的家鄉，孩子

地及其自然環境變遷。本次講座的焦

故事帶領者：本館第三組閱讀志工 - - 蟋蟀家族

們跟著回外婆橋，在過程中

點，即介紹當代這種以親身的觀察，

對象：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

也慢慢了解母親為什麼要遠

關懷人類生命的存續，探討土地和自

自由參加（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嫁他鄉，還不是為了尋找另

然的尊嚴與倫理秩序，具深層人文歷

一種幸福?!

史反思的書寫方式與成果。

故事戲劇時間

一棵橡樹要搬家
時間：9/3（六）15：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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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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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時少，是實現夢想的黃金時機，趁著風華正盛，爽快做自己。退休後的人際關

和電子鍋的運動會嗎?快放下手上的平板和手機，到親子資料中

決定代表大家出走尋找新主人，這個對象必須比前幾任主

女王的皇冠……。

‧

曾任殼牌石油公司工作22年在台CEO、大中華區業務總經理等職。在45歲事業

想知道昆蟲、老鼠、海龜的運動會怎麼舉行嗎?想參加蔬菜

是沒壞蛋可跟，使他們陷入集體憂鬱。富有使命感的凱文

史嘉蕾‧殺很大，正在此地招兵買馬，準備偷走大不列顛

講 座

什麼大麻煩?《小精靈找麻煩》改編自獲獎小說，2011年

《放學後的秘密》、《爸爸的功課表》、《穀子穀子》、
《生態、少年、夢》、《小小生態攝影社》、《弟子規》

地點：B1 樂學室

親 子 活 動

衡，引發一連串的噩運神秘的小精靈們，到底帶給喬貝克

時間：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講座活動

地點：B1 樂學室

地點：4F 4045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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