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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望見南方」，認識東南亞的人這邊請！本館的壓箱寶─南方資料，近年來首

主題書展

中華新世代藝術文化交流協會由理事長吳清菊
不限媒材每年皆呈現不一樣作品與創作理念展於不

年成立「南方資料館」，蒐藏臺灣總督府外事部及各單位的南方資料。今日，「南方

同場地，將看到，悟到，想到能在不同体材中用最

資料館」所珍藏的南方資料典藏於本館，成為

真誠的心思，完美呈現作品。不論墨韻的渲染，筆

最具特色的館藏。今年適逢本館臺灣學研究中
心10週年，本館特別策劃「望見南方─館藏舊
籍南方資料展」，公開珍藏近一世紀的南方資

觸拙與細膩，自由技法潑灑發揮極盡及理事長運
用双手同時完成一副對稱墨寶揚名國際書法之絕妙手
筆，皆在此次聯展中一一呈現。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我是一座山，眼前那片海，是我的情人。打從我有意識以
來，她就在那裡了。海總是靜靜地不說話，但是我知道她深愛
著我。她偶爾會託海風帶來一點屬於她的氣息，或是將浪花拍
打在我身上，這是她表達愛的方式。雖然我們沒有講過話，但
是關於海的事，我都知道。
我知道她孕育過的每一種生物的樣子，我知道人類是如何探索我的海，我也知道
人類是如何傷害她，我還知道許多人類深愛著海的心情。這些我都知道，我都寫在我
的日記裡。想看看嗎？都在這裡噢，你也來看看吧！你會愛上她的！
※本次展出書籍含一般圖書及政府出版品

料，其中不乏難得一見的海內外孤本，歡迎讀
者把握機會，踴躍參觀。

時間：6/21～7/2

106年臺灣文史教學研習

「106年臺灣文史教學研習」熱烈招生中！

地點：4F 雙和藝廊

日期：
國小以上各級教師及公共圖書館館員優先，場次均為60名。
報名方式及說明：
6月12日（一）起開放於本館網頁線上報名，採審
核制，額滿為止。
課程資訊請上本館臺灣學研究中心網頁。
本活動免費參加，各場次全程參與者，核發研習時
數7小時。
聯絡人：
企劃推廣組 蔡小姐（電話：02-2926-6888 分機 5413）

2017 海洋教育週

海洋科普書籍展覽
06.08 09:30 開幕儀式 ( 1樓 大廳 )
10:00~11:00 鄭愁予大師見面會 / 大小詩人對話 ( B1 演藝廳 )
10:00~16:00 海洋故事屋、海洋教育影片、海藻書籤DIY
( B1 樂學室 )
2016海洋詩比賽作品 / 海洋科普書籍展覽 ( 1樓 臺灣歷史走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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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奇影》
■ 播放場次：14：00起 16：30起

年來，深覺當今書法及水墨畫，遠離當
代和生活，頗不受年輕人所愛，得不到

時間／地點
【臺北場】7月17日（一）／本館
【臺中場】7月19日（三）／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臺中市五權南路100號）
【高雄場】7月21日（五）／高雄市立圖書館（高雄市前鎮區新光路61號）

住在巴黎的三姐弟莉雅、安德里和天生失聰的小弟弟泰歐，今年夏天到了普羅旺
斯，住在素未謀面的外公家中，媽媽和種橄欖樹的外公因多年前失和，所以他們
也不奢望這假期會有多夢幻，尤其是出門前一天爸爸才告訴他們要跟媽媽分居。
年輕世代和他們眼中的老頑固一開始就格格不入，未料在七十年代成長的外公也
有一段讓他們驚艷的過去，三姐弟在美麗的阿爾碧山脈中慢慢體會到外公外婆的
風光歷史，兩個世代的矛盾也漸漸化解……

Kon Tiki

黃明珠老師醉心書法及繪畫二十餘

06/15（四）
北海鯨奇

共鳴，故與詩人陳瑞和聯合，以「書法
藝術當代化生活化」為創作主軸，將詩

青少年主題書展

The Ice Dragon

書畫三者融合，突破創新；冀望達到寓
藝術於生活，醺陶人心。

「慕山手記」
時間：6/6～7/2

研習班招生

第61期終身學習研習班招生中，歡迎您加入學習行列 !
◎ 報名方式︰
1.第一階段網路報名︰6月20日(二)上午10時至25日(日)24時；正取者繳費6月27-30
日 ( 詳見繳費方式說明 )。
2.第二階段現場報名︰7月4日-7月28日。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我是一片海，眼前那座山，是我的情人。我親眼看著他浮
出海面，好帥。他總是靜靜地望著遠方，應該是在看我吧？他
在每個季節都會換上不同顏色的衣裳取悅我，偶爾也會委託動
物帶著樹果來看我，這是他愛我的鐵證。雖然我們打從認識以
來就僅是遙遙相望，但是關於山的事，我如數家珍。
我知道他在臺灣這座島上的每個兄弟，我知道在他身上恣
意生長的森林鳥獸的模樣，我知道人類是如何攀爬他，我也知
道人類在他身上探索後留下的各種紀錄。這些迷人的模樣，我都偷偷記在我的手記
裡。欸，你也很好奇對吧？快點來瞧瞧他迷人的樣子，你會愛上他的。

[法]

■ 播放場次：06/25(日) 一場/14：00 起 ■ 地點：B1 演藝廳
■ 導 賞 人：黃英雄老師 (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06/01（四）
康提基號：
偉大航程

黃明珠—書藝創作展

片長104分鐘

06/22（四）
那年夏天，寧靜的海
あの夏、いちばん
静かな海
06/29（四）
海洋漫遊
Voyage sous les
mers

影片欣賞

二次大戰以前，日人為了推動南進政策，對南洋進行詳細的調查與研究，在1940

展 覽

度公開！

時間：6/6～7/2

地點：4F 雙和藝廊

女士召集一群来自不同領域之藝術家共同互相交流。

普羅旺斯的夏天 AVIS DE MISTRAL

「戀海日記」

中華新世代藝術文化交流協會—藝滿芳塵2017年度大展
時間：6/3～6/18

★ 電影聽賞活動 ★

■ 地點：1F 簡報室

1937年，人類學家索爾海爾達受到玻里尼西亞民間傳說的啟發，
懷疑第一批在這些南海島嶼定居的人類並非來自亞洲，而是來自東

片長119分

方數千哩遠的南美大陸。然而，沒人願意相信這個理論，因為「印

[英]

地安人不可能乘坐木筏而在海上航行，進而發現太平洋群島。」於

[挪]

是，他決心以實例驗證他的遷移理論，與5名同伴一同打造了竹筏
「康提基號」，開始了橫越太平洋4,300海浬的驚悚冒險。
住在斯德哥爾摩郊區的米克是個奇怪的孩子，他非常喜歡鯨魚、搖
滾樂和畫畫；他也曾聽到鯨魚迷路時的哭聲。有一天，社福中心決
定將他安置在波西米亞姑姑Lena家中，她住在一個非常美麗且迷
你的小社區，一間學校只有12個學生。當他剛進入這個環境時，一
心想要離開；但是當他逐漸融入這個社區並且交到了許多好朋友，
他的生活開始變得不一樣；Bengt教他如何釣一種長槍魚(又叫冰
龍)，他遇到女孩Pi，他們和Philip跟Oscar共同築了捕捉冰龍的船
筏和小工廠，這裡的生活變得像一場冒險……

片長76分
[瑞]

故事男主角茂是一名聾啞的清潔隊員，在一次出任務的途中，發現
了一塊壞掉的衝浪板，茂親自修理了衝浪板，並開始學習衝浪。茂

片長100分

的女朋友貴子也是一名聾啞少女，貴子總是靜靜地看著茂摸索衝浪

[日]

的技巧。茂努力練習衝浪，準備參加比賽，卻因聽不到廣播提醒選
手報到時間……
小海龜為了回到出生地培育小生命，展開了一段海洋冒險。色彩繽
紛的珊瑚礁、無邊無際的海帶森林、迷人的西班牙舞者、美麗而脆
弱的葉狀海龍……這些令人驚奇的美妙景色和珍稀奇異的海底生
物，無時無刻不在訴說海洋母親的博大和多彩。然而美麗的背後，
常常也伴隨著凶險與殘酷……(本片為紀錄片)。

：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成年親友陪伴觀賞！

片長81分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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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開課前各班仍有剩餘名額，現場報名繳費，詳見繳費方式說明 )。
◎ 繳費方式︰
現場繳費與匯款繳費。
◎ 現場繳費時間︰
週二~五 上午9時至12時，下午1時30分至5時

中和新蘆線永安市場站下車

至6樓企劃推廣組；國定假日不收費。
◎ 簡章索取：
本館1樓服務台、本館網頁 / 活動訊息 / 研習班查詢
招生洽詢︰企劃推廣組 29266888 分機 5405 余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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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髮精靈

臺灣學系列講座館藏延伸閱讀書展

故事童樂會

影片欣賞 1

《壞心情》繪本故事時間

片長92分鐘 普

時間：6/10（六）14：00 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時間：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臺灣歷史上的「理蕃」
地點：B1 樂學室

時間：5/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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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7（三）△ 貝蒂好想好想吃香蕉 / 燕子 阿姨

汀、安娜坎卓克、詹姆斯柯登等影歌星共同獻聲演出。故事

▽ 短耳兔 / 鳳梨 阿姨

描述生性樂觀的波比，為了拯救被陰險的柏根族抓走的朋

★06/14（三）△▽ 愛哭公主&延伸活動 / 麗容、素娥 阿姨

友，與總是陰沉沉的小布展開一趟拯救任務……。除了有趣

★06/21（三）△ 我不喜歡 / 麗貞 阿姨

的劇情，美妙動聽的歌曲亦替影片製造驚喜，其中《Can't
Stop the Feeling!》還入圍本屆金球獎最佳電影原創歌曲。

▽ 害怕沒什麼大不了 / 梅子 阿姨
★06/28（三）△ 壞心情 / 櫻桃 阿姨
▽ 把殼丟掉的烏龜 / 繼英 阿姨

招撫與征伐，成為當時控制臺灣原住民的主要手段。在綏撫與征伐的兩手策略之外，
VOC更透過地方會議、村社首長制、教育、年貢與贌社等制度，嘗試穩固與原住民之間
的關係。鄭氏與清政府同樣剿、撫並用，清政府除了對不同的原住民採取差別及分化
統治外，後期更為了因應對外關係的危機，改變了對臺灣原住民的隔離與劃界封疆政
策，從特殊化轉向為更加激烈的開山撫番。及至日本殖民統治，「蕃人同化」與「蕃
地開發」成為制定原住民統治政策的兩大目標，隨著殖民政權的日漸穩固，殖民者也
從研究調查與綏撫政策，轉向為更加積極的山地殖產、隘勇線控制及以同化為核心的
教育和兩期的5年理蕃政策，而終至於皇民化。這些政策發生在什麼樣的時空背景與
歷史情境之中？彼此又存在著那些差異？對臺灣的原住民的生活又產生了哪些影響？
歡迎來館一探究竟。

影片欣賞 2

送子鳥 片長100分鐘

《那些你未必知道的印尼》：
ApaKabar、BasaBasi、Macet，南方有江湖
時間：6/14（三）14：00－16：00

賴珩佳董事 主講（現任外商資產物業管理執行董事）
作者賴珩佳為臺灣高材生，嫁作印尼媳婦、居住在見證印尼發展前哨站雅加達已
15年的賴珩佳，為我們帶來第一線的觀察情報。
從自身經歷的文化衝擊、多面向令其驚艷的生活體驗中所反芻之文字，多了更細
膩的人文厚度；仍涉身職場的她更是用心深入印尼產業發展、勞資議題、外企派印策
略，並在考量宗教文化差異、華人與當地社會關係後，為臺灣、印尼雙向經貿的發展
提出切入機會點，政府推展南向政策，以及具教戰價值之最佳建言。

《好好照顧您》：臺大老年醫學專家，教你照護爸媽，
不可不知的10大迷思與14項困擾
時間：6/16（五）14：00－16：00

普

地點：1F 簡報室

講 座

1960年代創造流行旋風的巨魔娃娃搬上大銀幕，網羅賈斯

臺灣歷史上與原住民相關的統治政策，自VOC與西班牙進入臺灣之後，宣教、

親子活動

曾成功打造【史瑞克快樂4神仙】的導演麥克米契，將

地點：5F 參考室入口書展

閱讀講座

歡迎您∼加入學習行列

地點：1F 簡報室

詹鼎正院長 主講（臺大醫院竹東醫院院長）

時間：6/24（六）14：00 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從前，送子鳥會為人類遞送嬰兒，但是現在的送子鳥只
快遞包裹。然而頂尖送子鳥運送員朱尼爾卻捲入了一場麻煩
─久未使用的「寶寶製造機」竟然意外地啟動，蹦出一個可
愛小女嬰！朱尼爾應該怎麼面對這種情況呢?

主題書展

中山樓兒童暑期夏令營

情緒點點名
時間：6/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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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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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在面臨情緒問題如沮喪、生氣、難過、害
怕、失望或無助時，通常無法像大人一樣正確表達
出來。然而藉由繪本故事易理解的文字與豐富的插

「2017小小文青，快樂 fun 暑假」
日，每週四，共4梯次。
(二) 活動地點：陽明山中山樓及週邊區域。
(三) 參加對象：國小中高年級 ( 本年暑假過後升三到六年級 )
每梯次35人 ( 備取5人，每梯次開班人數為20人 )。

大朋友、小朋友走進親子資料中心，在閱讀一系列

(四) 活動內容：中山樓週邊生態觀察、中山樓樓內尋寶、見
習國際禮儀及 DIY 押花手作鉛筆盒活動。
(五) 活動報名費：每人新臺幣1,250元整 ( 費用包括車資、保

地點：B1 樂學室

第

61期終身學習

研習班招生中！

(一) 活動時間：106年7月20日、7月27日、8月10日及8月17

圖，可以幫助閱讀者找到相似處境的共鳴點。歡迎

情緒好書的過程中，轉換自己的壞心情~~

《愛哭公主》
時間：6/10（六）15：00－16：00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10大照顧錯誤迷思包括，為爸媽烹調3餐，一定要「軟糊
糊」？爸媽有多重慢性病，一天吃10幾顆藥無法避免？爸媽怕3
高，什麼都不敢吃，應該好好配合？跟爸媽說話，就要大聲點？
爸媽忘東忘西，是得了失智症……？
照顧爸媽時，子女的14項困擾分別是，偷偷吃電臺的藥；很
會忍痛，拒絕看醫師；看了醫師，卻自行改藥；明明有糖尿病，卻完全不忌口；反應
很不靈敏，卻堅持騎車、開車……。逾30則貼心叮嚀包括，如果爸媽沒有牙齒，建議
考慮植牙或戴假牙，才能完全吸收食物營養；如果爸媽毛巾扭不干，可能患肌少症；
當爸媽變矮超過3公分，可能患骨質疏松……等等，書稿文字簡練，通俗易懂，解析
照顧爸媽10大迷思與14項困擾，並提出34則貼心叮嚀。詹鼎正醫師說，為人子女在
父母年紀大時，能做的就是先預備、規劃，可為廣大讀者提供一份照護爸媽的全新的
指導書。

險費、午餐、點心、兒童T-shirt、講師費及材料費等 )。
(六) 活動訊息連結網址：
1.本館首頁「活動訊息」 http://www.ntl.edu.tw/mp.asp?mp=1
2.陽明山中山樓首頁「活動訊息」
http://chungshanhall.ntl.edu.tw/cht/index.php?
(七)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額滿或6月30日止。

「睛點．享讀」閱讀系列講座

「書的美食記憶之旅」-「美食成真」作家料理分享會
時間：6/17（六）13：00－15：30
地點：823 公園欖仁園區

對象：視障者及陪同者共30名

陳念萱老師
陳念萱老師愛說菜也愛做菜，凡打過牙祭的饕客們無不驚訝於那
底蘊無窮的舌尖趣味。談食材想像、談食膳手作、談食物源流，她帶
領讀者吃東西，也吃記憶，在簡單滋味中學習好品味；對食材、香料、烹調方法有眾
多啟發和匯通，《吃品味．尋常好滋味》是一本揮灑自如，任運隨興之作，一翻開便
教人滿嘴生津、齒頰留香。機會難得，這次陳念萱帶著她的絕妙料理到現場，和讀者
分享、一起吃出好品味。

※ 本場次講座僅限參加網路投票且於5/25收到主辦單位聯繫通知的視障者及陪同者為主 ※

第一階段網路報名︰6月20日(二)上午10時至25日(日)24時；
正取者繳費6月27-6月30日 ( 詳見繳費方式說明 )。
第二階段現場報名︰7月4日-7月28日。 ( 未開課前各班仍有
剩餘名額，現場報名繳費，詳見繳費方式說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