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山中山樓106年花季活動

2017花漫中山樓—賞花、閱讀、遊古蹟
日期：2/7～5/1
中山樓休館日 ( 2/6～2/23‧2/28‧3/24～4/1‧4/4 )

雙和藝廊

主題書展

水墨的色彩與線條，往往是創作者心靈軌跡的呈

顧，猶如人生各個階段都有不同的感思。展出作品以
「窗」、「頭髮」、「海」為創作主軸。
黃莉芳藉由「窗」的創作，表達出即使尋常生活中

出來畢卡索、梵谷、米開朗基羅、哥雅、莫內這些人的名字，眼
睛卻無法辨識他們的畫嗎？沒關係，很多人都這樣。
如果你有相同的困擾，
請走過來，來認識從古至今的藝術流派。
請走過來，來認識這些畫家的生平與作品裡暗藏的澎湃。

為歡迎大家來中山樓參觀及書展購書樂，來場賞花、閱讀、遊古蹟之旅，活動期

的普通事物，也有千變萬化的不同面貌，藉由不同角度

請走過來，來開啟你的眼界與胸懷。

間特別準備了多項好康活動。

的解析，透過這扇窗來打開通往自由想像的天空。

請走過來，跟我們一同藝想天開。

1.門票優惠
為歡迎大家呼朋引伴來中山樓走走，不
限對象門票均以優待票60元計。
2.文創商品特價
充滿中山樓元素、那無與倫比的中國傳
統建築藝術特色文創商品，樂遊中山樓
花季優惠多，部份文創商品打折特價。
3.花季見面禮─中山樓版雞年小提燈
中山樓為與大家歡慶雞年新氣象、憑門票即贈送中山樓版雞年小提燈1盞(至駐
警室兌換)，數量有限，換完為止。
4.遊樓集章禮─中山樓精美明信片
歡迎索取中山樓花季活動摺頁，來中山樓聽著導覽志工的專業解說，依序收集
完戳章，即贈送中山樓精美明信片(至駐警室兌換)，數量有限，換完為止。
◎ 賞櫻秘境

謝華庭「頭髮」的創作，源於對生活當中人、事、
並以工筆彩墨創作方式呈現。
波瀾不興，或驚濤駭浪，在這起起伏伏的變幻中，領悟生命的多采多姿，人生的風華

永元書會師生書法聯展
時間：3/29～4/12

地點：4F 雙和藝廊

永元書會成員在吳啟禎老師指導下，以追求中華書法
藝術文化之發揚為主旨。主張書法之學習由傳統出發，從
古典碑帖臨摹開始，漸次經由甲骨、金文、古篆以至於篆

每年春季二、三月是陽明山最著名的花季期間，總是吸引大批民眾上山賞花，但

書、隸(簡帛)書、楷書、行草的認知與技法之學習，逐一

有處鮮為人知的賞櫻秘境─中山樓，花季期間中山樓園區內繁花盛開形成花海一

涉獵，進而深究、發揮而為自我書法藝術風格的展現。書

片，有山櫻花、昭和櫻、吉野櫻、杜鵑花、山茶花……等。賞花之餘，又可參觀

會成員思借由公開展覽，將成果發表展示，就教於專家先

中山樓，在專業的導覽志工解說下，來趟古蹟知性之旅。另憑門票即可免費停

進，以惕勵自我更為精進。

車，今年更可在中山樓「閱讀悅讀越讀書展」內來杯咖啡享受閱讀的樂趣，消磨
難得的春季時光。

國立社教館所106年度寒假活動

博物館尋寶夢
時間：1/1～12/31
今年寒假教育部及文化部精心規劃「博物館尋寶夢」系類活動，邀請大家到國立
社教機構與文化機構來一趟尋找博物館寶藏之旅，藉由探索書籍、展覽及典藏品豐富
您的寒假生活，並深刻體驗自然奧秘與人文智慧的樂趣！
我們國立臺灣圖書館也推出了三寶，分別為1樓「臺灣繪動～臺灣圖書館的故

107年1-6月雙和藝廊展覽檔期申請開始囉！

女人裝扮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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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電影院 《畫聲畫影》
■ 播放場次：14：00起 16：30起
03/02（四）
哥雅畫作下的女孩

青少年主題書展

Vinci

矛盾大對決
時間：3/7～4/2

地點：3F 青春閱讀區

楚國有一個商人，拿著一支號稱無堅不摧的矛，跟一個刀槍不入的盾在市場叫
賣。市場裡的人七嘴八舌地問：如果拿那支矛刺那個盾，會怎麼樣呢？接著又有人問

03/23（四）
大眼睛
Big Eyes

了：如果《九命少女》碰上《致命武器》，會不會死掉呢？那用這個《這樣防曬最有
效》的方法防曬了，之後曝露在《燦爛千陽》底下，還可以有白嫩的肌膚嗎？當《強
風吹拂》時，吹得倒《歷史上的不倒翁》嗎？面對這麼多問題，這
「矛盾」書展展出的，就是這樣充滿矛盾的書籍們。如果你也
曾經好奇過這些矛盾對決的結果，請不要錯過。看完書之後，不妨

03/30（四）
揮灑烈愛
Frida

■ 地點：1F 簡報室

名聲響亮的西班牙畫家哥雅，善用鮮豔的色彩創作充滿生命力
的畫作。某天，激發他繪畫靈感的少女捲入一場異端之爭，少
女的父親請求哥雅運用教廷的關係救人，劇情高潮迭起，唯美
又具衝突……。
以十七世紀荷蘭畫家維梅爾(Vermeer)的名畫"戴珍珠耳環的
女孩"為創作主題。畫中女孩原是17世紀繪畫大師維梅爾筆下
「家中的女僕」，少女因為心儀大師的才華及天生對藝術的敏
銳，有機會接近大師，女僕工作時的身影神韻，激發維梅爾的
靈感，最後她成了畫中的模特兒。電影勾勒出:畫家與少女。
善妒的妻子，及家族成員之間複雜且緊張的危險關係，帶領觀
眾進入迷人而神祕的畫作世界。
鼎鼎大名的大盜舒瑪在監獄裏加入了國際竊畫集團。他才剛被
假釋，這個集團馬上給了他一份工作，要他將全世界「客戶」
夢寐以求、價值連城的曠世鉅作達文西的畫，抱銀鼠的女子給
弄到手。這畫是波蘭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剛在日本展覽完畢，
現正在返回波蘭的路上，並受到警方極嚴密的保護……。
本片改編自真實故事，描述1950年代知名畫家瑪格麗特基恩
(艾美亞當斯 飾)的成名過程與辛酸；與丈夫華特基恩(克里斯
多夫華茲 飾)鶼鰈情深，並且共同經營與分享繪畫事業的瑪格
莉特，不只深愛著繪畫，更愛丈夫，於是願意讓丈夫沃特在每
一幅由瑪格莉特創作的作品上冠名。但好景不常，兩人如日中
天的事業漸漸隨著夫妻失和的感情而瓦解，眼看著丈夫無情並
狠心地將自己的畫作據為己有，瑪格莉特毅然決然地選擇不畏
對簿公堂，並勇敢奪回屬於自己的畫作與名聲。
一九二五年九月一場嚴重車禍永遠改變了芙烈達卡蘿的一生。
身受重傷的她在數個月痛苦治療和復健過程中，以繪畫找到了
她的人生方向，更因而認識了她的丈夫知名大畫家狄耶哥里維
拉，兩人因繪畫相知相遇，經歷了愛情、背叛、復合、最後至
死亡……。

：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成年親友陪伴觀賞！

片長114分
[英]

片長100分
[英]

片長107分
[波]

片長106分
[英]

片長125分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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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看，到底是盾會被矛刺穿，或是毫髮無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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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和新蘆線永安市場站下車

件，寄至本館企劃推廣組收，信封上並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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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3樓的「愛悅青春」以及6樓的「讀書‧說書‧愛書～館藏書展」。

「申請107年上半年度雙和藝廊檔期」。詳細

活動官網 : http://winter2017.nmmst.gov.tw

資料請上本館網站 / 活動訊息 / 展覽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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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老公。埃恩納很快發現裝扮成「莉莉」才是真正的自我，從此開始以

03/16（四）
盜走達文西

個商人就默默地收拾行李，來到了這次「矛盾大對決」書展現場。

雙和藝廊展覽檔期申請

效果良好。葛蕾塔開始以畫女性肖像聞名，但外人始終不知她的模特兒

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

與幻滅。

■ 地點：B1 演藝廳

畫家。一次，葛蕾塔因模特兒缺席，說服老公換上女裝讓她畫，沒想到

03/09（四）
戴珍珠耳環的少女

鄭雯珠以「海」為主題，藉由大海的潮起潮落，海浪的澎湃洶湧與瞬息萬變，或

[英]

影片描述19世紀一對藝術家夫妻的真實遭遇。埃恩納和老婆葛蕾塔都是

Goya’s Ghost

物的面貌與想法，藉由頭髮來意味生命成長中的自我困頓、糾結、迷惘的創作表現，

片長120分鐘

影片欣賞

地點：中山樓3樓國宴廳及圓廳
◎ 中山樓之美彩繪寫生比賽得獎作品展

此次展覽「戲墨」，是學藝中每一個過程的回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你曾經站在畫廊前面，卻一幅畫也看不懂嗎？沒關係，你不孤單。你的耳朵分得

展 覽

現，它的精彩在於變化無窮，它的美則令人無法預期。

地點：2/7～2/15 於3樓國宴廳；2/16～3/23 多媒體及憲政發展走廊
◎ 好康活動

時間：3/7～4/2

地點：4F 雙和藝廊

時間：09：00 － 16：00 ( 最晚請於 15：15 前購票入樓 )
◎ 閱讀悅讀越讀書展

■ 播放場次：03/19(日) 一場/14：00 起

藝想天開

戲墨—黃莉芳、鄭雯珠、謝華庭三人創作聯展
時間：3/11～3/26

丹麥女孩 The Danish G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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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2017 1:44:14 PM

故事童樂會

影片欣賞 1

逗逗蟲

向世界打招呼

(第2季第1集) 片長73分鐘 普

時間：3/11（六）14：00 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離開下水道後，逗逗蟲們在新的領域展開全新搞笑生

地點：B1 樂學室

天過著你爭我奪、互不相讓的搞笑生活，直到一隻鴿子來

★03/08（三）△ 我的紅氣球 / 素真、淑卿 阿姨
▽ 想不到妖怪鎮 / 春梅 阿姨
★03/15（三）△ 嗨！你好 / 麗貞 阿姨
▽ 好好吃，謝謝！/ 繼英 阿姨

生存之道！新環境、新刺激！團結合作才是活下去的唯一

★03/22（三）△ 害羞的長頸鹿 / 寶英 阿姨
▽ 小狐狸的神奇手套 / 琬妤 阿姨
★03/29（三）△ 不對、不對 / 桂芳、楚萍 阿姨

影片欣賞 2

逗逗蟲

▽ 向世界打招呼 / 潛龍 叔叔

(第2季第2集) 片長73分鐘 普

時間：3/25（六）14：00 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時間：3/15（三）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陳修辭（臺北醫學大學 助理教授）

地質學家常用「運動」一詞來指稱特定的地質事件或作

不知為何，這幾年社會上很常聽到，「正能量」這個詞。「正」的意思為：合於

用，造成臺灣島抬升的事件，就稱為「蓬萊運動」。蓬萊運動

法則、合於道理的、純正的「正能量」。即是純正的力量，也是一種正面的心態、磁

是一個板塊聚合運動。蓬萊運動造山，讓臺灣浮出水面，侵蝕
作用則把材料從山區搬運出來，鋪在沿海地區，製造出讓人們

場或者氣場。正能量可以來自他人，可以來自環境，但最重要的，是來自於你自己。

得以發展農業及聚落的肥沃平原。我們今日的家園，就是這兩

當你睜開眼，面對一天的早晨時、你是甚麼樣的心情?是被

個作用花了5百萬年打造出來的。當我們享用地質作用的好果實

鬧鐘不甘心的叫醒，還是精神奕奕、充滿活力，準備好面

的同時，也要一併承受它的副作用。蓬萊造山運動的副作用是
地震、斷層活動與地表變形，侵蝕作用的副作用，在山區有山
崩、土石流，沿海地區則有氾濫及淤積。這些都是臺灣必須面

對新的一天?
如果你正在人生的低潮，本書可以讓你如同喝了一杯

對的「必然」災害。生活在臺灣，適度的取用與開發土地，儘

熱巧克力般，心裡湧進一股暖流；如果你正在一帆風順的

量取得人與土地間的平衡點，才是讓子子孫孫能夠永續在這塊

道路上，這本書也如同一杯濃茶，可以讓你清醒不被迷

土地上安居的不二法門。

講 座

★03/01（三）△▽ 拜託，熊貓先生、熊貓先生，我願意等 / 桂芳、楚萍 阿姨

地點：4F 4045教室

張中白（國立中央大學太空遙測中心教授兼主任）

親子活動

蟲─耶魯和瑞德，他們和一起住在下水道中的鄰居們，每

方式！

時間：3/11(六) 09：3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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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從前從前，在52街交叉路口的下水道中，住著兩隻

宴，掰掰！在這片都市叢林中，耶魯和瑞德被迫尋找新的

《每日一字正能量》

臺灣島的災害宿命

時間：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襲。從此，下水道的美好生活，掰掰！從天而降的美食饗

與作家有約

臺灣學系列講座

惑，同時也嚐到回甘後的滋味。

【逗逗蟲】是韓國的動畫影集，榮獲韓國SBS動畫大賽
首獎及亞洲青年動畫及漫畫大賽首獎。第二季延續了第一季

臺灣學系列講座館藏延伸閱讀書展

的搞笑風格，在無對白的情況下，用背景音或配樂，讓觀眾

特藏室裡的自然臺灣

聚焦於畫面角色的表情及互動，更能感受劇情的精隨。第二
季與第一季最大的不同是，場景從灰暗的下水道，轉換到人

時間：3/01～4/30

地點：5F 參考室書展展示區

類家中，甚至延伸到庭院，讓逗逗蟲們在全新的環境中，面
對全新挑戰，故事的內容也更多樣化，畫面色彩也變得繽紛
豐富，呈現出與第一季非常不同的風格。此外，本季也加入
了許多新角色，像是愛欺負人的青鳥、武功高強的變色龍、
心情不好就會爆炸的炸彈小孩等，每個新角色的個性和特色都非常鮮明，也與主角群
們激盪出新火花，帶出更多新的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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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繪本童書園】故事戲劇時間

我的弟弟跟你換

臺灣在尚未被割讓、殖民政府還未建立之前，日本官

主題書展

方與各種學術團體、研究者，已開始對臺灣進行各式各樣

我是有禮小小孩
時間：3/01～3/31

電影聽賞活動

上帝的男高音

片長120分鐘 普

時間：3/25（六）14：00－17：00

地點：1F 簡報室

的學術性探險與調查活動，逐漸累積出較為嚴謹的學術性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請」、「謝謝」、「對不起」、「你好」......，
這些日常用語雖然只是簡單的詞彙，卻在人際互動上

著作、調查與研究成果。臺灣總督府成立後，為了殖民地
的產業開發及統治上的實用目的，隨即於民政部內設置殖產局，並且在該局的產業調
查中設置地質調查項目，大規模進行臺灣的地質與自然地理調查。其相關成果，包
括：1 .如礦物分布等礦業資料及各類型地質圖；2.如土壤性質與分布、植物分布等農

導賞人：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改編自真人實事，裴宰徹自米蘭音樂學院畢業後，橫掃歐洲所有歌唱大賽
冠軍，立刻轟動全世界。但就在事業登上高峰之
際，裴宰徹卻罹患甲狀腺癌，因此失去天籟般的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月親子資料中心準備一系列

業相關資料；3.如建築材料、地下水、工礦原料等土木工業資料；4. 如地震、颱(暴)

禮貌繪本好書，希望親子一起走進圖書館，從閱讀童

風、海嘯、火山、地層下陷等地異或地變成因之天然災害資料。這些原為便利遂行殖

嗓音。然而，他憑著堅定的信仰、妻子和經紀人

趣故事的過程中學習當個有禮小小孩喔。

民統治的資料，相當程度地保留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臺灣自然環境樣貌，也成為理

的支持，最後竟奇蹟般地重返舞臺……

解現今生活環境不可或缺的珍貴資料。

電影場景跨越歐洲、韓國與日本等地。片中
以日韓英語等多國語言演出，劇中主角是知名天

時間：3/4（六）15：00－16：00

才男高音，因而電影裡可聽到多首大家耳熟能詳

地點：B1 樂學室

的歌劇樂曲，聽賞電影猶如出席聽賞精彩歌劇饗

故事帶領者：本館第三組閱讀志工─蟋蟀家族

宴，令人心曠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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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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