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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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放場次：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02/02（四）

為巴比祈禱

Prayers for Bobby

巴比就像個普通的美國青少年，有著和藹的父母、哥哥及姊

姊，但他心中卻有個說不出口的祕密：他是個同性戀.某日他

終於向家人及朋友出櫃，但虔信基督教的母親卻認為這是種疾

病……。

片長89分

[英]

02/09（四）

橫山家之味

步いても步いても

失業中的藝術家二哥帶著新結褵的妻子和小孩回到老家，在鎮

上開小診所的退休醫生父親又把當年希望兒子當醫生的願望寄

託在孫子身上，和看似閒散其實仍貼心仔細地扮演著家人橋梁

的女兒，一家人在表面的吵嚷、卻對彼此的深層情感，就在兩

天一夜的家族重聚中，彼此留下最深刻的回憶。

片長114分

[日] 

02/16（四）

摯愛無盡

A single man

時值60年代的洛杉磯，英國教授喬治因同志愛侶吉姆的驟逝而

悲慟不已，孤獨的他隨著過往美好回憶不斷浮現，更加對人生

感到徬徨。故事聚焦在喬治生活中關鍵的一天，一連串喬治接

觸到的人事物，包括和他一樣尋覓著未來目標的紅粉知己查

莉，以及一個出於仰慕而不斷跟蹤喬治的年輕學生等，都將讓

喬治體悟愛與人生的另一個境界。

片長100分

[英] 

02/23（四）

當櫻花盛開

 Cherry 
Blossoms-hanami

魯迪和妻子杜莉一直住在德國鄉村，過著恩愛恬靜的生活, 直

到有天，杜莉從醫生得知丈夫魯迪身罹絕症後，決定對丈夫隱

瞞實情，掌握時間去完成兩人一直盼望做的事。但某天魯迪早

上醒來，竟發現一直為他憂心忡忡的妻子，已在睡夢中去世，

傷心欲絕的魯迪輾轉得知，深愛他的杜莉，為了他而放棄了原

本想要的生活……。

片長122分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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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的大平台》主題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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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愛挑日子                                      片長107分鐘[英] 

■播放場次：02/26(日) 一場/14：00 起                   ■地點：B1 演藝廳

1988年7月15日的這一天是艾瑪莫莉和達斯麥修在他們倆大學畢業典

禮相識的日子，從這一天開始，他們的關係經歷了好幾個7月15日，相

聚、分離，兩人經歷了友誼、爭吵、美夢成真、錯失機會、歡笑與淚

水。在各自的人生旅程中，這兩個人瞭解到，他們一直在尋找、期待的

東西，始終在那裡，不變。

One Day

 時間：2/02～3/05      地點：3F 青春閱讀區

展 

覽

第25屆臺北國際書展

2017臺北國際書展

 時間：2/08（三）～2/13（一）每日10：30－21：00

             2/10（五）、2/11（六）延長至 22：00

 地點：臺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一館、三館

            （臺北市信義路五段五號一樓、松壽路六號一樓）

 攤位：臺北世貿一館 B422 攤位

臺北國際書展於農曆春節後展開，本館今

年與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合作推

廣閱讀，特將本館特色及珍貴館藏設計有趣活

動，帶領大家體驗「瞰」見臺灣、「拓」遍臺

灣、指「點」一下、百年記憶˙現代創藝等活

動，歡迎您闔家大手牽小手共享閱讀樂趣。

106年讀者外借圖書資料獎勵計畫

悅讀365—讀者外借圖書資料獎勵計畫

 時間：1/01～12/31

悅讀365，天天享幸福，歡迎大家一起來閱讀。凡

持有本館之借閱證且外借本館圖書資料之讀者皆可參

加。獎勵方式包括年度借閱排行、個人借閱證升級、

四季悅讀、白金愛借閱、愛閱在雲端等。豐富獎品等

您來拿!!活動詳細內容請上本館網站/公布欄/最新消息

查詢。

行動展覽館

106年下半年度「行動展覽館」開放申請 !

 時間：即日起～2/28 

您看過「行動展覽館」了嗎？為推廣本館

臺灣學特色館藏，規劃了「館藏臺灣學研究

書展─行動展覽館」，展覽主題計有「美術設

計」、「寫真帖」、「地圖」、「體育運動」

及「廣告」等5檔，免費提供高中職以上大專

院校及公共圖書館展板申借，歡迎踴躍申請！

詳見本館「臺灣學研究中心」網頁，或電洽

(02)2926-6888#5412周小姐。

雙和藝廊

G的約會—謝夢龍雞年粉彩畫個展

 時間：2/4～2/19       地點：4F 雙和藝廊

粉彩畫在歐美是和油畫、水彩並列的三大畫種之

一，臺灣近年來也逐漸受到社會大眾的喜愛。粉彩畫是

以粉彩顏料為媒材，不需要任何水或油為媒介，直接畫

在粉彩紙上，顏色飽和、豔麗，經過適當的保存可歷久

不退。

雞在中國是吉祥動物，韓詩外傳說牠具備有"文，

武，勇，仁，信"五種君子追求的道德，稱之為"五德之禽

"。在六畜中排名首位，所以大年初一被定為雞日，這次

"G的約會"粉彩個展就是以雞為主題，用粉彩筆的特性，

畫出雞的五德，除了描繪雞的美麗羽毛外，還表達雞的

生態及現在社會已經消失的農村景象。在雞年的首展，也是個應景的題材。

你曾經踏離家門多遠呢? 許多人為了追尋自我、開闊視野或是單純為了旅行，踏

上環島的旅程、步入異鄉的國土或是深入人跡罕至的秘境。這

些旅行到遠方的人們，究竟看到了什麼，心裡又有什麼樣的變

化呢?

本次書展陳列了世界各種旅人的壯遊遊記，以及與旅行相

關的小說。透過這些壯遊紀錄，我們可以一窺世界不同的面

貌，和這些旅人的心境，瞭解旅行的魔力。電影《練習曲》的

名言：「有些事現在不做，以後就不會做了。」快來一起踏上

壯遊的旅途吧！

主題書展

一起去遠方

 時間：2/02～3/05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愛」是人類的基本需求，人可以因為愛而感到幸福。「愛」同時也是人類自誕

生以來就不斷思索的問題：究竟愛是什麼? 人們又是如何愛著

對方? 

這次的書展要推薦給大家的，是關於同志、男女以及家庭

三種愛的書籍。包含關於前述三種愛的故事，告訴我們這個世

界上的人們如何去愛；也有著來自心理學、社會學與教育學者

對於這些愛的看法，開闊我們對愛的視角。讓我們一起透過這

次書展，學習用溫柔而堅定的方式，愛著我們身邊的人。

愛的三重奏

傳承與出新—游藝雅集106年聯展

 時間：2/22～3/08       地點：4F 雙和藝廊

游藝雅集係華梵大學藝術設計學院故院長熊宜中教

授，在個人畫室業餘教授書畫所組成的師生團體。畫會

成立二十餘年，在熊教授的指導下，於研習書畫的路上

相互學習，彼此珍惜，共同成長，並充實審美人文內涵

的精神追求。此次聯展參與展出學員約30位，共展出山

水、花鳥、書法、人物、攝影約90幅及彩繪瓷器等作

品。會員之書畫，工不在細巧而在意到，形不在多變而

在神暢。筆少情多，圖簡意長，墨色淡雅，氣韻生動。

山水、花鳥、人物、書法各抒所好，盡情揮灑，忘情忘

我於筆底乾坤與畫裡境界，神超理得，其樂無窮。並以畫會友，樂在其中。

雙和藝廊展覽檔期申請

107年1-6月雙和藝廊展覽檔期申請開始囉！

 申請時間︰即日起～3/31

 申請方式︰請填妥雙和藝廊展覽申請表（可

至本館服務臺或網站下載），備齊相關申請文

件，寄至本館企劃推廣組收，信封上並註明

「申請107年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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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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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明德（臺灣紀實攝影師）

一九八○年代臺灣影像記憶回流 --「因為我們相

信，我們希望，我們愛……」

一九八○年代，臺灣經濟起飛、社會快速轉型，人

文精神與文化生活卻日益膚淺頹喪，《人間》雜誌秉持

對弱勢群族、文化、環境與政經議題的關懷而創辦。作

者蔡明德參與了《人間》草創至結束的歷程，透過鏡頭

與回憶，重返「人間現場」-- 再現底層人民為生存所付

出的代價、拉回臺灣解嚴前夕的呼喊、揭露工商社會風

光背後對環境與心靈造成的傷害。

三十年前，蔡明德走遍臺灣，挖掘生活百態，紀錄

時代；三十年後，我們是否仍迷走在同樣的角落？

親
子
活
動

講 

座

熊貓「阿滿」是高原竹林中的一隻平凡熊貓，原本理

應安然度日，然而「天不從熊願」，糧食危機、人類入侵

等各種問題衝擊著阿滿與熊貓們的安逸的生活。勇敢的阿

滿決定挺身而出，幫助整個熊貓族群共同度過危機，但當

阿滿與朋友們抵達夢想中的山谷時，人類卻突然從大壩中

放出洪水，阿滿與其他熊貓們正面臨著史無前例的生存危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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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1（三）△ 小動物，大偵探 / 慧民 阿姨    

                        ▽ 這本書吃了我的狗 / 繼英 阿姨    

★02/08（三）△ 大象在哪裡? / 慧民 阿姨       

                        ▽ 小老鼠警官趣味偵探繪本：

                             遺失的寶物 / 潛龍 叔叔

★02/15（三）△ I Spy:名畫中的數字 / 楚萍 阿姨   

                        ▽ 誰吃了我的蘋果 / 春梅阿姨       

★02/22（三）△ 躲在樹上的雨 / 麗貞 阿姨         

                        ▽ 屁屁偵探：噗噗！找回消失的人氣點心 / 秀鳳 阿姨

出乎意料！極致爆笑！包準讓你合不攏嘴！ 逗趣、誇

張、滑稽、適合各年齡層！沒台詞也爆笑的真正喜劇！ 最

適合充滿好奇心及喜歡新奇事物的大人和孩子們！

這是一個發生在52街交叉路口附近下水道的故事……

在52街交叉路口附近的下水道，住著兩隻蟲蟲－瑞德和

耶魯，他們每天都期盼著從天而降的口香糖、糖果、冰淇

淋、爆米花等，好讓他們飽餐一頓，但兩蟲萬萬想不到

天空不只會掉食物下來，還會掉下各式各樣讓他們瞠目結

舌的東西！現在，就讓瑞德和耶魯帶來下水道裡，最無厘

頭、糜爛、瘋狂的蟲蟲生活！
圖書館裡除了借書、還書、用電腦，其實還隱藏了許多

秘密寶藏等待我們去尋找喔!

1~2月「圖書館尋寶記」繪本書展中，除了可以看見更

多元豐富的圖書館型態，以及有趣的繪本故事，還有真實發

生在其他國家圖書館的感人事蹟喔。1月2日至2月27日，歡

迎大手牽小手走進國立臺灣圖書館，和我們一起展開一趟收

穫滿滿的尋寶之旅！

影片欣賞 1

熊貓總動員 片長88分鐘        

 時間：2/04（六）14：00 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逗逗蟲(第2集) 片長105分鐘  

 時間：2/11（六）14：00 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故事童樂會

小小偵探尋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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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尋寶記
 時間：1/02～2/27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普

故事帶領者：蘋果甜甜圈(琬妤、緒娟老師)

對象：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

           自由參加（9點開館後開放進場）

圖書館尋寶講座

親子捉迷藏@圖書館

 時間：2/11（六）09：10－12：00      

 地點：B1 樂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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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位取號者入內觀看，親子優先取票 (12歲

以下兒童及其家長 )

普

追尋新時代的土地政策
 時間：1/02～2/28     地點：5F 參考室書展展示區

臺灣學系列講座館藏延伸閱讀書展

電影聽賞活動

我的家庭樂章 片長83分鐘
 時間：2/25（六）14：00－17：00     地點：1F 簡報室

波赫士的魔幻圖書館
 時間：2/18（六）10：00－12：00     地點：B1 演藝廳

與作家有約 1

影片欣賞 2

自VOC商品及貿易導向的王田制、鄭氏治下以供應軍需

為優先的屯田制，歷經清治下漢人的大規模拓墾與水田化，

直至日本殖民時期的土地與林野調查、整理及登記，隨著所

有權的漸次確立，臺灣的土地政策也越發地嚴密、細緻。第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臺灣又陸續經歷肥料換穀、三七五減

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改革政策，隨著政府對地權的了解與掌握越來越

深，我們卻對支撐臺灣經濟奇蹟的土地政策越知越少。在理解與追尋新時代的土地政

策前，讓我們暫先回頭看看相關的研究成果吧。

普

導賞人：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13歲的維克多和一般青少年無異，對戀愛

懷抱憧憬、滿腔足球熱血；不同的是，他和罹

癌母親住在海邊拖車，過著共享一雙球鞋的拮

据生活。維克多有著早熟的靈魂且和生父素未

謀面，直到母親意外收到演奏會的門票，他才

知道父親是知名指揮家，投入音樂巡演多年，

沉浸在世界奏響的所有聲息。而他擔心母親因

經濟能力放棄治療，便決定私下接近父親，尋

求實質幫助。此次重逢，除了瞭解父親為何離

家，也讓他邂逅了音樂的美好……

楊  照（作家、評論家）

Jorge Luis Borges 一八九九年出生於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在日內瓦接

受正式的中學教育，青少年時期遍遊歐洲各國。自稱「自修學者」，一部《大英百科

全書》塑造了他的閱讀品味，將現實當做一種神秘的知識，並以書評方式展開小說敘

述，儼然勾勒著通往異境花園的迷宮地圖。其「圖書館員」生涯﹝曾任阿根廷國立圖

書館館長﹞及百科全書式寫作，恰恰反映在他實驗性作

品中的簡潔與豐繁。

波赫士是第一位影響歐美文學的拉丁美洲作家，也

被公認為二十世紀最博學的人之一的波赫士，簡練地勾

勒著繁複多樣的魔幻寫實世界──不期而遇的錯置時

空，正通往記憶與知識的邊陲，現實與異境形同鏡裡鏡

外，此刻既是過去也是未來....目盲的先知在黑暗與光明

間穿梭，「把天堂想像成圖書館模樣」再把世界建構成

一座座迷宮似的花園。正因為他，拉丁美洲文學才贏得

世界聲譽，並開啟了西班牙語文的奇幻風貌。

人間現場：八○年代紀實攝影
 時間：2/24（五）14：00－16：00     地點：4F 4045 教室

與作家有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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