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和藝廊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望見南方—館藏舊籍南方資料展
日期：即日起~12/17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您聽過「南洋」嗎？16世紀時，生產各式香料的南洋就是西方海上霸權的必爭之

事南洋各項資源調查與研究，臺灣銀行、華南銀行亦在南洋設立
分行，推動臺灣對南洋之貿易。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聯盟將
德國在南太平洋上的勢力範圍委由日本統治，日本遂於1922年設

侯憲堂運筆似古，用色如今，意境空靈，山河
秀麗，是一很現代也很創新的傳統文人山水畫表
現，但又不失山水古韻。其作品不是風景畫，因為
空間無限，視覺千里。不是傳統山水畫，因為沒有
孤嘆自哀之氣。
劉中光畫風追求清致淡雅，溫婉動人，不需要
矯情浮躁的筆觸，也不作誇張奪目設色，畫作呈現

置「南洋廳」以管轄之。1936年，總督小林躋造宣示「皇民化、

的是一種很純粹的清逸空靈，那是發自內心的脫

工業化、南進基地化」，臺灣在日本推動南進政策之下，地位愈

俗，不染一絲塵埃。其作品展現出自然和諧，層次

形重要。

感很強，筆法技巧、畫面美感乃至哲學理念都自成

「南洋」指涉之地理範圍極大，民族複雜，文
化多元，值得你我進一步認識。戰前南方資料館所
藏之南方資料，戰後併入本館前身的臺灣省圖書
館，成為今日本館的特色館藏。期盼藉由本次館藏
舊籍南方資料展，與讀者共同認識南洋的歷史脈絡

■ 播放場次：05/21(日) 一場/14：00 起
■ 地點：B1 演藝廳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您對原住民的印象是什麼呢? 如果這時候在您耳邊響起帶有濃濃口音的「的
啦」，或是鼻子聞到甘醇香氣的「小米酒」，那表示您已經被電
視洗腦了。
不要緊張，這時候，請踏上原路。
原路，是由從古自今原住民生活交織而成，流轉著臺灣各部
落族群的傳說故事、訴說著傳統生活與都市化的衝突、演繹著文
化漸失的血淚、洋溢著對山海土地的熱愛。請卸下既有的世俗印
象，與我們一起踏上原路，重新認識原住民。
※本次展出的書籍包含一般圖書及政府出版品。

「摒住呼吸!驚賞臺灣國家公園之美」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陽明山、太魯閣、雪霸及金門等國家公園，透過國家
公園的經營管理，珍貴的自然與人文資產，成為資源
保育與環境教育最佳的場域。
臺灣共有9個國家公園，本次政府出版品主題書

主題電影院 《原影重現》
■ 播放場次：14：00起 16：30起

05/11（四）
Kanakanavu的守候

「生於斯長於斯」對這美麗家園有濃厚的情感，熱愛家鄉的方式繁多，有人以

遍金門身影的呈現，海天一色，霞雁齊飛，作品中充
滿思古悠情，不論描繪浯洲古厝，閩南聚落，落番洋
樓，或是寫生戰地遺跡，均能看出一個從事藝術工作

Kanakanavu
Await

青少年主題書展

上古石板
時間：5/2～6/4

地點：3F 青春閱讀區

者的心情，因為熱愛這塊土地，所以下筆之間總是流
當電視播著關於埃及、美索不達米亞或是馬雅古文明的種種事跡、傳說或寶藏

露著真摯與熱情。

時，是否總是覺得不夠詳細，一直好奇「所以那個木乃伊裡，還

臺灣是大自然精心的傑作，擁有豐富多變地貌及
多樣生態系；從1982年起陸續規劃設立墾丁、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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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4F 雙和藝廊

生來展現；在水彩畫作中，一滴水，一點露，全是踏

政府出版品主題書展

突然病倒了，她急忙趕回家才發現，曾幾何時，良田已經漸漸變成觀光飯
店。她憂心這樣下去，還可以留給下一代什麼樣的家園？所以決心要把水
圳修好，恢復耕作。但這一切並不輕鬆，面對各種挫折與考驗，她以溫柔
且堅定的行動，告訴孩子們：千萬不能放棄！自己的家園要靠自己守護。

Finding Sayun

浯島—『時光腳落』楊天澤水彩畫寫生個展
時間：5/17～5/31

寶藍色的太平洋，金黃色的稻浪梯田- - 這是Panay小時候對家鄉的印象。
為了讓父親與兩個孩子有更好的生活，她獨自在城市工作打拚。直到父親

05/04（四）
不一樣的月光

體系。

歌聲來表達，有的以文字來呈現，楊天澤是以水彩寫

與風土民情。

日期：5/2~5/31

時間：5/2～6/4

地點：4F 雙和藝廊

政府出版品專題電影導賞

是那個神廟，到底是怎麼做的？」您是不是也會好奇，當埃及法
老王頤指氣使地使喚奴僕建金字塔的時候，地球的另一端同時發

「飛閱臺灣國家公園」
時間：5/14 (日) 14：00-16：00

生著什麼事？
地點：1F 簡報室

導賞人：內政部營建署講師

「上古石板」書展刻印著你好奇的一切。上頭記載著中國、
埃及、印度、美索不達米亞，還有其他世界古文明的歷史與傳說
故事。不用再依賴電視、不用再聽名嘴，你可以自在地在石板上

展特別精選臺灣國家公園相關主題圖書，介紹金門國

內政部營建署醞釀3年製作具有國際水準及劃時代意義代表性

家公園、陽明山國家公園、墾丁國家公園、太魯閣國

臺灣第一部記錄國家公園的高空電影，榮獲「第7屆國際觀光影

家公園和雪霸國家公園等，希望讓一般大眾能更加瞭

展」最佳亞洲影片獎。在影片中，最令人震撼的畫面莫過於大面

解臺灣國家公園之美。

積的森林和水域，生活在平地的人們很難想像，像臺灣這樣一個高密度開發的蕞爾小

片長99分鐘[中]

05/18（四）
白天的星星
Love is sin
05/25（四）
誰在那邊唱
Who is Singing
There

■ 地點：1F 簡報室

一個被遺忘的部落傳說，引起外地劇組的好奇。那是一段關於「沙
韻」這個泰雅族女孩的故事，這個傳說被埋藏在七十幾年前的深山
裡。當年的族人，早已搬遷到山腳下，對以前部落的記憶不那麼清
楚，對「沙韻」的事也各有說詞，也更加深了劇組對這故事的好
奇。尤幹，一個又愛打獵又會踢球的部落高中生，始終搞不懂，一
個早就被族人忘記的故事，為何讓外地劇組對部落那麼好奇？但尤
幹的阿公，是唯一看過「沙韻」的老人家，他手中握著那張沙韻的
照片……

影片欣賞

1910年代起，臺灣的官、民即陸續成立南洋協會等單位，從

時間：5/3～5/14

太陽的孩子 Wawa no cidal

踏上原路

山水之外—2017侯憲堂，劉中光彩墨雙個展

展 覽

地，西、葡、荷、英紛紛前來，建立據點以經營東方貿易。

主題書展

片長99分
[中]

高雄縣楠梓仙溪的上游，有一條清澈的達卡努瓦溪，Kanakanavu
族人守護著她，度過了數百年的歲月。莫拉克颱風改變了這一
片長95分
切……2010年1月，下山的族人扶老攜幼，回到達卡努瓦部落重新
[中]
建立家園。但是重建是如此的困難，通往那瑪夏鄉的道路至今仍
在河床上不斷改道, 如果台灣這小島上還可以有島，Kanakanavu [Kanakanavu語]
族人和達卡努瓦村就是這島上最深的孤島。Kanakanavu族人
有一個小小的心願，希望全世界都知道「Kanakanavu就是
Kanakanavu」……(本片為紀錄片)
座落在高山迷你小學旁的「免姨商店」， 是小朋友放學後的天
堂。獨自經營雜貨店的阿免姨(林美秀飾)，熱心照料著每個肚子餓
的小朋友，阿免姨的茶葉蛋，就像溫暖人心的暖暖包。老郵差米
多力(陳慕義飾)把整座山當作自己的管區，天天尋找賺取外快的機
會，希望有朝一日能存到旅行基金, 帶著阿免姨去各地旅行。他
和悶悶不樂的小孩Yabi，都把商店當作自己的家，整天與阿免姨為
伴……
成軍七年的搖滾樂團「圖騰」在發行第二張專輯前，主唱Suming
和鼓手阿勝卻分別因為理念不合及現實生活壓力堅決要離團。團員
們不知不覺回憶起從2003年開始連續三年參加海洋音樂祭比賽的過
程。此時曾和Suming另組「艾可菊斯(Echo G.S.)」樂團的世川剛
好來找Suming，卻勾起阿勝對Suming另組他團的不滿……

：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成年親友陪伴觀賞！

片長98分
[中]

片長88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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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你所好奇的歷史世界！

島，居然可以保存這麼一大片原始地貌。
中和新蘆線永安市場站下車

本片委託臺灣阿布電影股份有限公司製作，由空中攝影師齊柏林先生負責掌
鏡，為臺灣8座國家公園首度的高畫質空拍全紀錄，跟著直升機鏡頭飛行在海平面至
12,000英呎高空，以360度的視野重新看待腳下的大地。讓觀眾打破平面的限制，有
親歷其境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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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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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寵物當家

臺灣學系列講座

故事童樂會

影片欣賞 1

《分享》繪本故事時間

片長87分鐘 普

時間：5/13（六）14：00 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你有想過當你不在家的時候，心愛的寵物都在做什麼嗎？這棟公寓的狗老大麥斯

分而治之—日本時代原住民的集團移住

時間：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05/03（三）△ 這是誰的? / 楚萍 阿姨

▽ Hooray for Hat / 鳳梨 阿姨

雜種狗公爵之後，他養尊處優的汪星人生活就徹底瓦解。公

★05/10（三）△ 小紅傘 / 燕子 阿姨

▽ 分享 / 鳳梨 阿姨

爵好不容易逃離流浪動物之家，很高興有一個家，以為能與

★05/17（三）△ 最快樂的人 / 麗貞 阿姨
▽ 不可以搶我的糖果 / 梅德林 叔叔
★05/24（三）△ 那顆星星是我的 / 櫻桃 阿姨

惡街頭時，他們必須拋開對彼此的成見，同心協力對抗一隻
毛絨絨但是卻奸詐狡猾的小白兔雪球，打敗這隻小白兔招集
的棄養寵物大軍「寵物革命咖」，然後趕在晚餐開飯之前回

▽ 小莉的秘密基地 / 梅子 阿姨
★05/31（三）△ 手套 / 淑慧 阿姨
▽ 怕浪費的奶奶 / 繼英 阿姨

到主人身邊。

愛你眼睛健康，實踐睛彩生活
時間：5/21（日）10：00－12：00

地點：B1 演藝廳

葉高華老師（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范乃文（臺北榮民總醫院眼科醫師）

霧社事件之後，臺灣總督府於1931年發佈新的「理蕃政策大綱」，其中第五項即
採取集團移住方式，希望能改善原住民的生活，並使其在經濟上獨立自主。官方宣稱
這項集團移住政策，不僅是為了改善原住民的生活，也強調集團移住政策尊重原住民
的自由意志。然而，原住民卻普遍地相信，日本人是因為害怕他們的力量過於集中，
故而嘗試將他們分散移住。
根據相關的官方文獻紀錄，我們實難以證明臺灣總督府存有分化原住民的企圖；
但是，這些資料，卻相對地足以證明這項集團移住政策，無論是有意的或是無意的，
大規模的遷移，終究對部落既有的社會關係造成了強烈的衝擊，產生了分化原住民的
實際結果。

根據資策會調查，臺灣消費者每天花197分鐘用手機上網，眼科醫師擔心長期下
來，台灣視力問題將越來越嚴重。眼睛是靈魂之窗，當視力出現問題，不僅造成生活
不便，還會困擾下半輩子。
本講座邀請到榮民總醫院醫師范乃文主講「淺談白內障之預防與治療觀」，讓民
眾獲取醫學新知及一次搞懂白內障的預防與治療。
報名方式:
網路報名前100者，活動當日可獲得精美禮品。
一、網路報名100名 (網路報名5/2日起，本館網站 / 熱門服務 / 活動報名)
ttp://www.ntl.edu.tw
二、現場報名400名 (當日額滿為止)

電影聽賞活動

影片欣賞 2

婚姻風暴

小公主蘇菲亞：神秘的圖書館 片長97分鐘
時間：5/27（六）14：00 開始放映

一由瑞典導演魯本奧斯倫執導，在第67屆坎城影展「一種注目」中獲得象
徵第二名的評審團獎，更代表瑞典角逐奧斯卡外語獎、金球獎最佳外語片提名
及歐洲電影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入圍。
一個現代的瑞典家庭─英俊的先生湯瑪斯帶著老婆艾比跟兩個金髮可愛小
孩，一起去法國滑雪度假五天。他們一邊午餐邊觀賞著山景，享受著陽光普照
同時，遠方的雪崩突然降臨，人們驚恐地四處逃逸，這個時候，湯瑪斯做了一
個決定，而這個決定不但動搖了他的婚姻，更讓他一家之長的地位不保，一場
家庭風暴即將席捲而來……。本片宛如現代婚姻關係的照妖鏡，以幽默、嘲諷
的對白和荒誕情境，逼視男性脆弱不堪的內心世界。

主題書展

你的我的—愛分享
時間：5/01～5/31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媽媽幫我買的黃色小雨傘，可以在滴答滴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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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雨天，分享給兔子、松鼠、臘腸狗……一起躲

【英語童話故事城堡】故事戲劇時間

該如何學習與人分享?請與我們一起從繪本中，看見

雨。公園裡的小熊卻最喜歡說：「這是我的、這是
我的」，佔著鞦韆不讓其他動物們一起玩~孩子們應

別人不分你我的故事分享喔~

地點：B1 樂學室

故事帶領者：本館閱讀志工郭筱晴老師 &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英語志工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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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1F 簡報室

導賞人：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地點：1F 簡報室

《The Paper Bag Princess 紙袋公主》

「睛點．享讀」閱讀系列講座

片長119分鐘 護

時間：5/20（六）14：00－17：00

普

蘇菲亞從故事書中發現另一本神秘的小書，小書引領著
她進入了一座美麗又神祕的圖書館！而迎接她的居然是提莉
姑媽。原來提莉姑媽30年前也跟蘇菲亞一樣通過密道來到
這裡。這裡的書幾乎都是沒有結局的，提莉姑媽希望蘇菲亞
也可以跟她一樣當個故事守護者，藉著蘇菲亞的力量，讓這
些故事都有個完美的結局。本片將有大家都喜愛的雪寶與梅
莉達公主，她們不但教導蘇菲亞如何成為一位人見人愛的小
公主，也讓小朋友們知道：當你相信自己，你就可以創造自
己故事的快樂的結局！另外還有動人美妙的歌曲，絕對值得
您收藏喔！

時間：5/6（六）15：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 1樓簡報室座位計有65席，放映前30分鐘開放索票入場，視障者優先入
座，額滿為止。本活動採全程錄音，活動開始後，請勿隨意進出簡報室。

◎ 行動載具雲端悠遊樂 ◎
想了解如何電子相簿製作？想了解影片剪輯的操作？想了解如何製作微電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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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三) 09:15-12:15 隨手拍，錄製專屬你的生命故事
※ 課程為進階內容，參加者需對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
已有初步認識。
上課地點：4F 4045教室
報名時間：即日起，額滿為止。（以35人為限，備取1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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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樓服務櫃臺或傳真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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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Ohara
時間：5/13（日）14：0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陳芸英老師（本書作者）
你不可不知的臺灣導盲犬真實故事，感人指數直逼
《再見了，可魯》！
每一個感人故事的背後，都有觸動人心的主角。看見
「Ohara」遠遠的走來，穩定的步伐中，顯露著英俊挺拔的氣宇，牠是臺灣第二隻導
盲犬，來自紐西蘭皇家導盲犬中心。手持導盲鞍的男主角張國瑞，是視障界的科技菁
英，這位系統工程師發明了「盲用電腦」，造福了全臺灣的視障朋友，搭起了明眼人
與視障朋友間的距離。
生於南半球的「牠」和成長於北半球的「他」，因緣際會的相遇，這是老天爺的
安排？！「牠」和「他」共同寫下了深切信任、禍福與共、賺人熱淚的故事。
※ 本場次特邀惠光導盲犬教育基金會參與，與您一同分享導盲犬的點點滴滴 ※

障礙密碼─真人圖書講座

「手語」給我人生的第一堂課
時間：5/5（五）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許晶喬小姐（手語翻譯員）
許晶喬在聾啞協會當志工時，誤打誤撞進入手語的世界。
然而，她當時對手語的認知，只是五燈獎優美的手語歌，後來
卻發現這是一個活生生用手在講話、在溝通的世界。曾在音樂
班學習的許晶喬，考慮過未來往音樂領域發展，沒想到是在無聲的工作領域，然而，
這雖然是無聲世界，卻也是聒噪的世界，只是那份聒噪吵雜的聲音，是別人聽不到
的，你看到的是眼花撩亂的手語一來一往。如今，手語已變成她生活的一部分！

講 座

蒂帶回一隻邋裡邋遢、毫無社交能力、全身都是雜亂長毛的

親子活動

是一隻聰明伶俐的小獵犬，自以為是他的主人凱蒂的心肝寶貝和生活重心，但是當凱

盤。當這對從一開始就不對盤的狗兄狗弟流落在紐約市的險

時間：5/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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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斯和平共處，但是麥斯可不這麼想，一心想死守住他的地

閱讀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