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04（四）

白色榮光

チーム.バチスタの栄光

在很遠很遠的地方，有個布布妮民主共和國，女人鐵腕治國，男人

則要謹守「夫」道、穿長袍理家務，得閒拜拜馬神順便祈求國泰民

安。20歲的俊美傑奇與全國未婚男性擁有著一個共同夢想--嫁給將

軍接班人，並一起生很多很多的小女孩。當國家宣布要舉辦替接班

人招親選夫的盛會，傑奇還以為好運就要降臨，然而接連意外讓他

失去母親，只得投靠惡姨婆一家。當「灰男孩」遇上解放軍，一場

冒險革命兼反串扮妝之旅就此展開，且看真愛如何降臨！

片長118分

[日]

01/11（四）

台北星期天

Pinoy Sunday

身為近萬在臺菲勞大軍的其中兩人，馬諾奧，年輕單身，自命風

流，一心肖想能和雇主有一腿的美麗菲傭賽西麗拍拖。而在同一工

廠上班的老迪艾斯，篤實憨厚，內斂寡言，一方面時刻掛念遠在家

鄉的妻子，卻又和同在臺灣工作的安娜勾勾纏纏，搞七捻三。每到

星期天，兩人總是懷抱不同的期待，用力把工廠，門禁拋諸九霄雲

外，直奔臺北市中心……

片長82分

[菲] 

01/18（四）

白日夢冒險王

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

在雜誌社工作的無名小卒華特米堤，面臨被公司裁員的窘境，又默

默迷戀正妹同事，卻仍作著一個又一個的白日夢，不論是以帥哥姿

態征服冰河，或從爆炸大樓現場化身超級英雄救出小狗，在他的超

現實幻想情境中，他無所不能!就在面對現實世界的終極考驗時，他

決定放手一搏讓一切超乎想像。發現人生原來可以過得如此精彩，

冒險歷程遠比夢想更加壯觀動人！

片長115分

[英] 

01/25（四）

黑心交易員的告白

Margin call

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前夕，被裁員的風險管理部主管臨走前交給

菜鳥分析師一個隨身碟。菜鳥分析師加班試算隨身碟裡面所載的程

式後，發現了公司一個巨額的虧損黑洞，使得公司面臨超大風險，

甚至導致破產。這驚人發現讓公司的所有高層漏夜舉行危機處理會

議，會議決定隔天以極低的價格拋售債權和股票……

片長106分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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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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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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滿18歲者不得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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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場風雲》主題電影院
展 

覽

「主廚推薦」、「本店招牌」、「鎮店之寶」這些字眼，

我們都見過。但是你知道「鎮社之寶」嗎？

在書店、家中、圖書館裡的每一本書，都歷經了一趟漫長

的旅程。從書寫、校對、排版、美編、印刷，每一個環節都須

要花費作者、出版人極大的心力。

然而你是否會好奇，在2017年臺灣的出版界最引以為傲的

有哪些作品呢?「臺灣百閱」圖書特展邀請了臺灣上百間出版

社，各自推薦一本出版社在2017年出版過最好的作品，讓大家

見識臺灣出版界的驕傲。

「臺灣百閱」圖書特展

你或許可以想像，一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在天明時通勤到公司，工作地

點是白淨明亮的辦公室，接著打卡、上班，然後下班，回到家

時，月亮才剛掛上天空。

但是，當我們在家吃著晚餐，沖著熱水澡，愜意地蹭著棉

被時，也有另一群人仍然在勤奮工作，輪值著夜班。也有一群

人，沒辦法在周末放假，需要連續工作數日，才有辦法獲得一

點點休息的時間。

或許我們沒辦法為這些勞工做些什麼，但是我們可以去瞭

解彼此的生活、工作型態。日後，當我們有需要他們的服務

時，也可以帶著尊重與感謝的心，為對方說一聲「加油！」

帝國之眼─館藏舊籍警務類書展
● 日期：01/16～10/28       ●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書展區 

● 開幕式：01/17 (三) 14：00－15：00

● 專題演講：01/17 (三) 15：00－16：00

● 講題及講者：治警事件及其歷史意義 / 李筱峰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名譽教授)
★B1演藝廳座位計有500席，放映前30分鐘開放入場，身心障礙者優先入座，額滿為止★

會計師 The Accountant                  片長128分鐘 [英] 

■播放場次：01/28(日) 一場/14：00 起   ■地點：B1 演藝廳

克里斯汀沃夫對數字有極高的理解力，跟人比起來他還比較喜歡跟數字相處，身為一

個獨立作業的會計師，並替全世界最危險的數個犯罪組織擔任會計工作。當財政部犯

罪稽查局展開雷厲風行的調查時，克里斯汀正為一家合法的機器人製造公司查帳，而

且發現有幾百萬美元的帳務有問題，當他一步步接近事實的真相，死亡的陰影立刻籠

罩在克里斯汀身上。

在您心裡，警察是什麼形象？是人民保母？還是

國家公權力的象徵？日本領臺以後，臺灣總督府引進

警察制度，並建立警察培訓機制。二次大戰以前，臺

灣的警察依其功能，大致分為保安警察、司法警察、

衛生警察、經濟警察、理蕃警察、航空警察及特別高

等警察等類型，除了執行法務、衛生事務、經濟控制

與原住民統治等業務外，亦配合保甲、壯丁團等組織

推動一般行政事務，並在各地廣設派出所、駐在所。

警察與民眾生活密切接觸，是展現國家公權力的第一

線角色。

1923年，蔣渭水等人因申設「臺灣議會設置期

成同盟會」，遭總督府以違反「治安警察法」逮捕，

史稱「治警事件」。今年逢「治警事件」95周年，本

館特別策劃本次警務類書展，除了在此關鍵時刻回顧

「治警事件」之外，也期待藉由本次書展，與讀者共同認識戰前臺灣警務發展的脈絡。

飛閱臺東‧齊柏林
● 日期：106/12/26～107/01/07      ● 地點：本館 1樓大廳 

臺東縣政府持續齊柏林導演對土地的愛，集結了

導演齊柏林空拍鏡頭下的臺東，選在今、明跨年於臺

北、臺中舉辦「飛閱臺東‧齊柏林」2場攝影巡迴展

出，向齊導演致敬。

這批珍貴臺東山川美景影像作品，是導演齊柏林

在民國90~94年間飛越臺東上空，使用傳統大相機拍

攝，總計完成1,219張空拍照片。

臺東縣政府精心挑選29幅作為本次巡迴展出，內

容涵蓋臺東島嶼奇景、海岸勝景、南迴風情、縱谷風

光、南橫明鏡、都市采風等多樣化的地形景色……。

讓世界看見太平洋美麗的海岸線－臺東，邀請大

家分享海天一色的臺東、波光粼粼的島嶼奇景、氣勢

磅薄的山巒的魅力。

司馬湯“ 圓夢 ”畫展
● 日期：01/04～01/14       ● 地點：4F 雙和藝廊 

司馬湯本名張哲誠，復興美工及政戰學校藝術系畢

業，接受過完整的美術基礎教育，退伍後移居海外，長期

遠離藝術工作，一晃就是數十寒暑，退休返臺定居，年逾

七十，是醒悟，或是圓夢……。

後進入臺藝大藝術系進修素描，水彩，油畫，及近

代美術史，深受林兆藏，倪佑安，黃小燕，許敏雄，蕭佑

杰，劉國正老師的指導、啟發和鼓勵，本次展出其在校內

習作，校外寫生，以及塗鴉，另拜於嶺南派牡丹大師邢萬

齡老師門下研習國畫之作品，一併彙集。

首次個展，以司馬湯之名，繼續努力作畫，來圓從小

想當一個藝術家的夢，盼各位先進不吝指教。

翻轉吧！書法！
● 日期：01/17～01/28       ● 地點：4F 雙和藝廊 

廖慶華的博士論文就是在研究現代書藝。現代書藝就是書法和其他藝術的結合，

所以林懷民的「行草」廣義來說不僅是舞蹈也是一種現代書藝的表現，因為他用身體

寫書法。

當書法用不同的媒材表現的時候，創意的火花就出現了！現代書藝不僅賦予書法

現代性也給了新的生命！

這次「翻轉吧！書法！」 

廖慶華用水泥漆、醬油等媒材

創作書藝，並用單純的線條之

美創作抽象書法及翻轉書法，

將個人生命經驗對現代書藝做

了一個嶄新的詮釋！

● 日期：01/02～02/04       ●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能者多「勞」
● 日期：01/02～02/04       ●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一樓特展

雙和藝廊 主題書展

青少年主題書展

「穿越五十 中山樓故事展」AR / VR 展
● 日期：106/12/08 起      ● 地點：陽明山中山樓 

「穿越五十 中山樓故事展」以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多媒體互動科技整

合，重新建構、詮釋陽明山中山樓。以新媒體與前瞻性技術

的應用，建置數位化展覽平臺；以影像、聲音與文字的導

讀、展示，經由多感官的體驗，帶給參觀者沉浸性、互動性

的全新感受。

「穿越五十 中山樓故事展」，期待為參觀者留下深刻

的記憶，使中山樓之美留佇心中。

中山樓展覽



親
子
活
動

講 

座

 1/03（三）△  肚臍的洞洞 / 詩婷 阿姨             

                   ▽ 鬥牛犬賈思登 / 鳳梨 阿姨

 1/10（三）△ 爸爸大對決 (荒島釣魚記) / 梅子 阿姨  

                   ▽ 蠟筆小紅的煩惱 / 楚萍、桂芳 阿姨

 1/17（三）△ 吃六頓晚餐的貓 / 櫻桃 阿姨     

                   ▽ 小傑散步去 / 蘋果 阿姨

 1/24（三）△ 帽子萬歲 / 麗貞 阿姨         

                   ▽ 老虎先生 / 淑慧 阿姨

 1/31（三）△ 好消息、壞消息 / 慧民 阿姨  ▽ 笨狗 / 繼英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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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羅榮乾（現任法務部保護司 司長）

羅榮乾司長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畢業，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司

法官班第24期結業，現任法務部保護司司長，長期致力法務工

作，型塑積極任事、將心比心的機關文化。他說社會要和諧，除

制度面建立外，更要落實人文社會，「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人文基本落實在日常生活，需要彼此關懷和愛，培養人群彼

此關心、尊重、熱心公益及言行合一、互信互賴等良善風氣，是服務利他-型塑饒益

性思維的社會文化之關鍵。

有熱情才有能量，堅信相互扶持及熱心服務理念，關懷弱勢團體，才能展現善性

循環與互動，社會風氣往上提升，創造感動與信賴之超優質、極友善的生活環境。

黃裕元（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助理研究員）

印刷術改變了人類的訊息流動模式，用視

覺顛覆了這個世界。20世紀初，錄音技術與唱

機的發展，讓聲音能「印刷」而傳播，於是，

一場以聽覺為核心的革命開始。1914 年臺灣

藝人被帶往日本錄音、發行首批臺灣音樂唱

片，1930年代唱片製作業逐漸穩定，也有學者

深入田野，展開聲音記錄工作。

在商業與學術的進程中，錄音史料開始累積留存，講座將分享精彩的聲音史料，

用聽覺呈現一部大眾的、親身感知的歷史。

電影聽賞活動

天聲男孩 片長103分鐘

導賞人：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一名叛逆且充滿憤怒的少年斯泰，看任

何事情都不順眼，在學校與同學起爭執，回

家又得照顧酗酒的母親，在處處艱難的生活

裡，沒想到母親又因車禍喪命。成了孤兒的

他，被不願承認自己的父親送至享譽國際的

男童合唱學校，在學校裡斯泰不但要學習歌

唱的技巧，更要想辦法融入精英團體，透過

反覆吟誦的聖歌與指揮家卡維爾先生嚴厲的

指導，斯泰能否找到自己未來的道路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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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貓魯道夫 片長89分鐘

● 日期：01/13（六）14：00開始放映       ● 地點：1F 簡報室

即使辛苦，我們也要勇往直前！黑貓魯道夫與最

愛的主人理惠住在一起，某天牠為了逃離魚店老闆的

追打而意外跳上長途貨車，不知不覺來到了大都會－

東京。牠在那裡邂逅了讓所有貓都畏懼、看得懂人類

文字的街貓老大可多樂。找不到回家方向的魯道夫，

只能跟著深諳街頭生存之道的可多樂，展開一段流浪

貓的冒險生活……。

究竟魯道夫能不能回到理惠的懷抱呢？可多樂又

隱瞞了什麼不為人知的祕密？邀請大家跟著這群流浪

貓們，一同探尋這個危機四伏的人類世界，盡情暢遊

在溫暖動人的萌貓國度吧！

《年獸阿儺》 
● 日期：01/13（六）11：00－12：00     ● 地點：B1 樂學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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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繪本大對決》

● 時間：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教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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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 ? 不一樣 !
● 日期：01/02～02/27     ●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 2F

許許多多精采好看的繪本書都有其他語言的翻譯

原文書。除了文字不同，繪本裡的插畫、用色在翻譯

成中文後，到底一樣、不一樣呢？

本月親子資料中心挑選一系列中外文繪本好書，

歡迎親子一起到圖書館來欣賞、閱讀，找出原文繪本

和中文翻譯繪本的同異處喔。

聽見的歷史：聲音史料的發掘、蒐集與活化
● 時間：01/13 (六) 09：30－12：20   ● 地點：4F 4045教室

● 時間：01/27 (六) 14：00－17：00   ● 地點：B1 演藝廳

「法律與慈悲」─ 服務利他─型塑饒益性思惟的社會文化
● 時間：01/12 (五) 14：00－16：00   

● 地點：4F 4045教室

楊宗勳（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生物技術暨資源學系講師、法務部終身

榮譽教誨師）

楊宗勳為中山大學海洋生物技術暨資源學系講師及法務部聘

為榮譽教誨師。高中時因一場意外入獄服刑的楊宗勳，成了他人

生最大的轉捩點；服刑期間，和重刑犯朝夕相處，看盡人間罪惡百態，對生命、自由

也有新的體悟，故此出了《台灣囝仔》這本書，希望藉著書中帶出不一樣的智慧。

他說，青少年的犯罪，很多不是故意的，當時一時控制不住，一失足即鑄成大

錯。楊宗勳獲法務部聘為榮譽教誨師，輔導青少年時，常感慨社會上大人做出不好的

示範，使得青少年價值觀念混淆，有感而發寫下第二本書《把智慧找回來》。

本講座作者將從反省自己、讀書的好處、珍惜生命、正確的價值觀等經歷分享只

要努力向上，生命仍然是美麗的，希望青少年做任何事前都要思考，想想父母、家人

及親友，以免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

《台灣囝仔─把智慧找回來》
● 時間：01/24 (三) 14：00－16：00   

● 地點：4F 4045教室

影片欣賞 1

【繪本童書園】故事戲劇時間

故事童樂會

繪本主題書展

臺灣學系列講座 與作家有約

閱讀講座

107年好書交換活動 (冬季)

又是新的一年開始，家家戶戶都在迎新送舊，您想在捨棄舊愛的同時，也

尋得新歡嗎?歡迎您來參加臺灣圖書館107年冬季好書交換活動，期待您的參與

讓書的生命更有意義，讓閱讀豐富更多的心靈。

● 收書時間：01/16 (二) ─ 01/26 (五)  14:00-19:00 ( 逢週一休館 )      

● 收書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3樓服務臺

                   (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85號 )

● 換書時間：01/27 (六) 14:00-16:00   

● 換書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B1樂學室 ● 洽詢電話：02-29266888 分機 2108

收書原則及換書方式請詳閱本館網站最新消息；換書當日還有

「換好書、抽好康」活動(兌換方式及名額以網頁公告為準)，歡迎

民眾踴躍參與。【為響應環保，換書當日，請民眾自備書袋裝書】

終身學習研習班招生中
● 報名方式：即日起至1月31日止，未開課前各班仍有剩餘名額，

                   則採現場報名繳費 (詳見繳費方式說明)。

                   簡章索取，本館一樓服務台!

● 招生洽詢︰企劃推廣組(02) 2926-6888 分機 5405 余小姐。

歡迎加入學習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