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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內容描述一直追著橡子跑的鼠奎特，這次為了追尋

心愛的橡子，毫無預警地飛上外太空，在宇宙中釀成一連串

的意外，並對地球上的冰河世界造成威脅。為了拯救牠們所

居住的世界，喜德、蠻尼、狄亞哥和其他的動物們被迫離開

家鄉，前往未知的全新世界，也因此踏上一段歡笑不斷的精

彩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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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5（三）△ 爺爺一定有辦法 / 燕子 阿姨   

                        ▽ 阿松爺爺的柿子樹 / 鳳梨 阿姨    

★04/12（三）△▽ 米羅和發光寶石 & 延伸活動 / 麗容、素娥 阿姨

★04/19（三）△ 北極熊，危險! / 麗貞 阿姨   

                        ▽ 塑膠袋流浪記 / 梅德林 叔叔       

★04/26（三）△ 小樟樹 / 櫻桃 阿姨        

                        ▽ 怕浪費的奶奶 / 繼英 阿姨

猶如命中注定般的相遇！現在，即將為各位揭曉……

「妖怪手錶」誕生的故事！為了找回突然消失不見的妖怪手

錶，目的地竟然是……昔日的世界？

某一天晚上，景太正呼呼大睡，戴在手上的妖怪手錶突

然發出刺眼光芒，接著消失不見了！為了找回妖怪手錶，景

太、威斯帕、吉胖喵跟著浮游喵一起進入時光旅行，回到了

六十年前的昔日世界！

人類不斷砍伐樹木，似乎讓森林變得愈來愈

小；車子持續排放黑煙，好像讓天空也跟著灰濛濛

的……。我們的地球，是所有動、植物、生物們共

同生存的空間，究竟應該如何保護她呢?親子資料中

心本月以環保、愛地球為主題，準備一系列好書，

歡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從繪本中找答案喔～

影片欣賞 1

冰原歷險記：笑星撞地球 片長95分鐘        

 時間：4/8（六）14：00 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妖怪手錶：誕生的秘密喵！ 片長96分鐘  

 時間：4/22（六）14：00 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故事童樂會

《愛地球》綠繪本故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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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小學堂
 時間：4/01～4/30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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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本童書園】故事戲劇時間

占卜鳥希希利

 時間：4/15（六）15：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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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聽賞活動

逃家劇團女孩 片長98分鐘

 時間：4/29（六）14：00－17：00     地點：1F 簡報室

《傀儡花》— 末代武士的臺灣前傳
 時間：4/12（三）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與作家有約

影片欣賞 2

普

導賞人：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一個熱血的伊朗業餘劇團，得到了千載難逢的海外演出邀

約，所有團員極其興奮，腦袋裡幻想著出國買名牌，除了女主

角夏莎，這個在生活中找不到希望的女孩。當其他團員都對家人搪塞謊言，甚

至假裝要去麥加朝聖時，她卻決定要對父親說實話，但坦誠的代價是獨自面臨

護照被父親扣留的難關。家庭、友誼、理想、世代間，究竟該如何抉擇 ?

◎ 1樓簡報室座位計有65席，放映前30分鐘開放入場，視障者優先入座，額滿

為止。本活動全程錄音，為維品質、開場後請勿再隨意進出。

陳耀昌（本書作者、臺大醫學教授）

2016年《傀儡花》獲臺灣文學獎。

小說描述發生在一八六七年臺灣恆春半島的故事，故事中的

事件史有明文，人物則有九成是確有其人。傀儡花指的是女主角

潘蝶妹，為客家人父親和嘉禮番公主的混血女兒，但因傳言訛誤，誤讀為傀儡番，才

被稱為傀儡花。故事從美國一艘羅妹號發生船難起始，船上十多人改乘小船來到恆春

半島，遭生番誤殺，引發美國和大清國之間的緊張關係。美國駐廈門公使李讓禮奉命

前來調查此事，因為語言、風俗和之前臺灣原住民對西方人的芥蒂，使得雙方劍拔弩

張，眼看戰火即將引爆……。

作者飽讀史料，融會貫通，虛實相雜，又順理成章，讓人彷彿親歷現場，活在當

年，看到那時臺灣各方人馬（包括福佬、客家、生番、熟番、混血土生仔、清國官

僚、外國使節、傳教士等等）彼此的算計，叫人一讀心驚，再讀心寒，三讀心酸!精

彩故事內容，歡迎您蒞臨聆聽。

春之饗樂—樂讀公園˙走讀臺灣
 時間：４/8 (六) 09：00－21：00     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823 紀念公園內

106年臺灣閱讀公園系列活動

◎ 行動載具雲端悠遊樂 ◎
想了解手機平板的基本操作及設定？想了解網路環境與帳號安全如何設定？想進一

步了解Line？想了解有那些實用的生活App？想透過雲端學習語文？想了解有那些是自
助旅行必備App？想知道圖書館的電子書和電子期刊如何在平板或手機上使用？豐富實
用的內容，心動不如馬上行動哦！參加我們的課程吧！
課程主題：
4/12 (三)  09:15-12:15 入門基礎班 ( Android系統 )
4/19 (三)  09:15-12:15 入門基礎班 ( iOS系統 )
4/26 (三)  09:15-12:15 活用智慧App，晉升生活達人 ( 進階內容 )
地點：4F 4045教室
報名時間：3/15 上午9時起開放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
1.電話報名：（02）2926-6888轉3501。
2.書面報名：報名表直接交至本館5F服務櫃臺或傳真至(02)2926-3457。

3.網路報名：本館網頁活動報名、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或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

活動名稱／內容 時間 活動地點
參加對象／
名額／報名方式

Fun 書去旅行─漂書集點趣 09:00─17:00
勵學廣場 「喜閱
臺灣」 漂書小站

旁廣場

一般民眾／閱覽組
領取集點卡

《臺灣番社圖》
歷 史 與 地 圖 工
作坊

開幕式 09:30 1樓 簡報室

一般民眾／80人／
線上報名

導覽：「穿梭三世紀─
悠遊臺灣古地圖展」

09:50─10:00
1樓 臺灣歷史

走廊

專題演講：
『番』 與 『社』 ─清代
臺灣古地圖中的原住
民歷史 
主講人：詹素娟教授

10:15─12:15 4樓 4045教室

專題演講：
清代山水畫輿圖─ 《臺
灣番社圖》 解析 
主講人：魏德文理事

13:30─15:30 4樓 4045教室

展覽解說：
《臺灣番社圖》3D視覺
動畫展示及3D VR虛擬
實境體驗 
主講人：劉育樹導演

15:45─16:30
1樓 臺灣歷史

走廊

「穿梭三世紀─悠遊臺灣古地圖展」 
VR 虛擬實境體驗活動

10:00─11:30 
14:00─15:30

1樓 臺灣歷史
走廊

一般民眾

笨作文 
講者：林明進老師

10:00─12:00 B1 演藝廳
一般民眾／

名額480人， 9:30起
入座， 額滿為止

「睛典． 享讀」 
閱 讀 系 列 講 座
1─ 「書的美食
記憶之旅」

名家美食講座 
講師：劉克襄老師

13:00─14:30 B1 樂學室
視障者及陪同者

共30名／
一般民眾

公園走讀 
講師：陳月世老師

14:30─16:00
櫻花庭廣場、 

靜思長廊及欖仁
園區

視障者及陪同者
共30名

(報名方式詳網頁活動
公告)

臺灣圖書館之美寫生比賽 13:30─16:30
本館及周邊 823

紀念公園

學齡前兒童／
國中小學生／

13：30於B1水源會館
門口服務臺報到

旅遊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講者：褚士瑩老師

14:50─17:00 B1 演藝廳

一般民眾／
名額480人， 14:40起

入座， 額滿為止
(索票入場 

請洽 2928-0521)

閱讀公園
電影嘉年華

星空電影院─
「很久沒有敬我了妳」

18:00─20:00 創意廣場
一般民眾

(建議自備野餐墊)

聯合書展活動 09:00─21:00 B1 文化走廊
喜歡閱讀、 不吝購書的

一般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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