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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7/5～7/16

時間：7/4～7/30

地點：4F 雙和藝廊

今年新進會員大部分仍為學會理監
事們的學生、書道同好，一齊加入。每
位老師的教學方式不同，篆、隸、草、
楷、行五體具備，風格多元，一起展
出，互相觀摩、砥礪，促進彼此情誼，
而學會幹部也多為書壇老手，傳統、前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說到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宗
教時，我們腦中或許會浮現一些古典莊嚴的廟宇、香煙裊裊的
火爐、朝聖地朝拜的人們、還有十字架與聖經。這些表象的器
物、儀式底下，到底蘊藏了什麼意義呢？
有一派宗教的教義說，真誠地與神對話，神就會聽到我們
的聲音。
那麼神說過的話，做過的事呢？可都是詳實地記錄在書本裡噢。
讓我們透過信仰之閱，躍入各個信仰產生的時空、遍覽各個宗教的發展歷史、參
透每一個宗教的教義。然後，以自己的方式，信仰著自己認同的信念，當個好人。

「106年臺灣文史教學研習」熱烈招生中！
時間／地點
【臺北場】7月17日（一）／國立臺灣圖書館（4F 4045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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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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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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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上半年度「行動展覽館」開放申請！
時間：7/3 起~ 8/31

菲洛米娜（茱蒂丹契 飾）未成年產子，孩子被修道院強迫送至美國，自此

間聽聞菲洛米娜的故事後，決定助她跨海尋子。一個喜歡看愛情小說的愛爾
蘭鄉下歐巴桑，一個博學卻憤世嫉俗的無神論記者；這對性格、背景迥異的
搭檔，一路上擦撞出不少火花，卻也培養出深刻的忘年情誼。菲洛米娜最終
能將這遲來的愛傳遞給愛子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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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神影》
■ 播放場次：14：00起 16：30起
07/06（四）
父後七日

好評，老葉新枝會激盪出什麼浪潮？敬請期待!

Seven Days in
Heaven

墨妙藝境—林長興書法展
時間：7/19～7/30

07/13（四）
落跑教宗

將書法融入生活，成為一種美學修養，而時間達33年者，他─林
長興。
林長興38年次，出生於宜蘭三星，自幼即喜臨池，任職大同公
深、謝宗安諸家，今從何一正老師，勤學苦練，擷各家所長，故篆隸
草真行各體兼擅，深具古典書法溫潤閑雅，沈雄大度之風，尤以行草堪稱一絕。
林君曾獲台北市第四、五、六屆勞工盃書法比賽第一名；台北市第22屆美展書
法類特優第一名；新北市104年書法比賽第二
名等殊榮。去年於土城全城藝廊個展，佳評如
潮。另於7月22日下午2點舉行開幕式，歡迎光
臨，同沐墨薌。

107年下半年度雙和藝廊展覽檔期申請開始囉！
時間：即日起～9/30

■ 地點：1F 簡報室

裡，重新面對父親成長鄉里的世事人情，其中有傳統葬儀的庸俗繁
瑣，匪夷所思的迷信風俗，更有臺灣質樸率真的濃厚人情味。但在
緊湊密集的傳統儀式裡，她對父親的回憶與思念，卻只能在非常難
得的瞬間出現。葬禮結束後，阿梅將喪父的傷逝打包封存，獨自回

片長90分
[中]
[臺]

到了光鮮俐落的城市裡繼續工作，卻在某次過境香港機場時，對父
親的思念竟突然如排山倒海而來……

地點：4F 雙和藝廊

司時，因緣際會開啓書法人生之旅，曾先後師事林隆達、杜忠誥、寇培

■ 地點：B1 演藝廳

本片描述女主角阿梅在父親過世的七天內,回到了臺灣中部的農村

衛兼具，其作品也無不費盡心力用心創作，此次也協同展出。頗有華山論劍之態。
此次展出雖名為『新會員展』，但部分新會員實為書壇老將也都有個展經歷且深受

106年臺灣文史教學研習

[英]

影片欣賞

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新會員展』。

■ 播放場次：07/09(日) 一場/14：00 起

片長98分鐘

她展開長達50年的尋子旅程。前BBC特派員馬汀（史提夫庫根 飾）在偶然

本著促進新舊會員與學會幹部之情
誼，於雙和藝廊舉辦『意由味勁-2017中

遲來的守護者 Philomena

「信仰之閱」

意由味勁—2017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新會員展

展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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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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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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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資料館」所珍藏
的南方資料典藏於本館，成為最具特色的館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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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書展

Habemus Papam

青少年主題書展

「另一個世界的聲音」
時間：7/4～7/30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我們對於死亡以及死後的世界一無所知，
在人死之後，究竟會變得怎麼樣呢?
你是否有過，
身體躺在床上卻動彈不得的經驗，會不會覺得是有什麼壓住你呢?
邊想著這些事情，一邊對於那個看不到的世界感到好奇與恐懼。
請鼓起勇氣，與我們一起來聽聽另一個世界的聲音。
轉念一想，這些看不到的朋友們，到底想跟我們說些什麼、表達什麼呢?
頭皮不用再發麻了，因為你將會在這個書展看到靈媒為你翻譯這一切。
來聽聽另一個世界的聲音，
看看哲學家如何理解死亡，
我們一起窺看那個神祕的世界。

07/20（四）
魔法阿嬤
Grandma and Her
Ghosts

07/27（四）
朝聖之旅
The Pilgrim

前任教宗過世，世界各地主教們齊聚梵蒂岡互選新教宗。當梅密爾
聽到自己高票當選，卻因承受不了壓力而瞬間崩潰，留下十多億在
電視與廣場上苦苦等不到新教宗現身的民眾。梅密爾深愛上帝，
但沒自信擔此重任。教廷於是找來權威心理醫師，甚至「保外就
醫」，但這位「大爆走」的新教宗卻趁機落跑，混入茫茫人海，最
後隻身來到充滿了觀眾與演員的劇場。在此同時，梵蒂岡的主教們
也慢慢意識到，原來教宗也是凡人，搶救教宗大作戰正式展開。

主角小豆由於家裡父母過於忙碌，所以被送到阿嬤家。小豆本來很
不情願的住在阿嬤家，但是，隨著發現阿嬤會神奇法術，加上小豆
遇到一些可愛的精靈鬼怪，小豆愈來愈喜歡住在阿嬤家，卻也遇到

片長100分
[義]

片長80分
[中]

了可怕的事件……
他的人生，比他筆下的世界更傳奇！拉丁美洲最具影響力的人性小
說大師保羅‧科爾賀，自1988年起便以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風靡全
球150多個國家，迄今30本著作被翻譯成80種語言，創下1億6500
萬冊的銷售紀錄！然而在此之前，生活的磨難無時無刻不緊掐著保
羅，他非但和父親決裂、數次進出精神病院、縱情搖滾放浪形骸、
被政府囚禁凌虐，但他始終不放棄用文字改變世界的渴望。一次因
緣際會，保羅踏上西班牙古城的朝聖之路。這趟旅程即將給予保羅
勇氣與力量，成為他逆轉人生的關鍵。

：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成年親友陪伴觀賞！

片長112分
[葡]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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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的大書本「行動展覽館」來囉！為推廣本館

請填妥雙和藝廊展覽申請表

臺灣學特色館藏，本館規劃了「館藏臺灣學研究書

（請至本館網站下載），備齊相

展－行動展覽館」，展覽主題計有「寫真帖」、「美

關申請文件，mail或寄至本館企

術設計」、「地圖」、「體育運動」及「廣告」等五

劃推廣組收，並註明「申請107

中和新蘆線永安市場站下車

檔。免費提供高中職以上大專院校及公共圖書館展板

年下半年度雙和藝廊檔期」。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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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借，歡迎踴躍申請！詳見本館「臺灣學研究中心」
網頁，或電洽02-2926-6888 分機 5412周小姐。

細資料請上本館網站/活動訊息/
展覽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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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學系列講座

故事童樂會

影片欣賞 1

櫻桃小丸子－來自義大利的少年
時間：7/8（六）14：00 開始放映

片長94分鐘 普

地點：1F 簡報室

來自世界五大國家的六位小留學生，在花輪建議之下，

《好書大家讀》得獎繪本故事時間
時間：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留學生們，一方面跟小丸子及同學們一起學習，一方面離開

▽ 發現一頂帽子 / 春梅 阿姨
★07/12（三）△ 他們都看見一隻貓 / 慧民 阿姨
▽ 小熊晚安曲 / 櫻桃 阿姨

積極向她示好的安德烈感到困惑，但在了解他來到日本的原
因之後，才明白他不為人知的心意。他們一起參加夏日祭

★07/19（三）△ 為什麼你看不見里歐 / 鳳梨 阿姨

典，各自許下希望再相見的心願。然而快樂的時光總是短

▽ 我家附近的野花 / 梅德林 魔法師
★07/26（三）△ 威利和一朵雲 / 慧民 阿姨

郭俊麟老師 主講（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副教授）
臺灣十多年來數位典藏計畫成果的累積，大量珍貴的歷史圖
資已可在整合性的檢索平台查詢，讓研究者、教師與學生自由地
運用。在應用推廣層面，運用「地理資訊系統」(GIS)技術進行古今地圖的套疊比
對、搭配實景老照片、檔案文獻等等按圖索驥、依今尋古的創新服務也不斷地出現。
隨著智慧型手機的普及，不僅讓這些數位典藏應用得以行動化，更可立即將歷史圖資
與街景現況相互對照。本次講座首先將回顧上述技術的發展背景與應用面向，並提醒
空間史料數位典藏的運用，應特別留意時空座標的考察；最後，以實例介紹地圖協作
平台結合臺灣文資數位典藏的教學應用與創意加值方向。

▽ 鴨子?兔子? / 繼英 阿姨

影片欣賞 2

哆啦Ａ夢－大雄的新日本誕生 片長104分鐘
時間：7/22（六）14：00 開始放映

電影聽賞活動

普

這個夏天的秘密

地點：1F 簡報室

片長95分鐘 護

時間：7/29（六）14：00－17：00

地點：1F 簡報室

導賞人：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本次電影描述的是，因為種種原因對這世界不滿的哆啦
A夢等人，打算來個史上最大的「離家出走」。但是，這世
上完全沒有他們的容身之處啊！「既然如此，那就回到七萬
年前的日本吧！」於是，哆啦A夢等人利用時光機，展開了
一場驚天動地的離家出走。
故事講述不堪忍受老師和媽媽的責罵，大雄決定實施
第N次出走計劃。在此同時，胖虎、小夫、靜香也因為各種
各樣的原因想要離家出走。因為種種原因對這世界不滿的
哆啦A夢等人，打算來個史上最大的「離家出走」，但擁擠
狹窄的現代都市沒有他們的立錐之地。在哆啦A夢的幫助
下，他們乘坐時光機來到7萬年前的日本。當時這片土地上渺無人煙，綠草晴空，空
氣清新。小夥伴們展開想像力，營造屬於自己的快樂家園。

地點：4F 4045教室

瞞著已經分居的訊息，魯蛇爸道格與失控媽艾比準
備帶著三個機靈古怪的小孩，回到蘇格蘭老家為阿公慶
祝75歲大壽。這場大團圓在慶生會如火如荼籌備之際，

主題書展

家庭裡各成員的相處與性格衝突卻逐漸升溫，小大人般
的姐姐隨身帶著一本筆記本，默默地記下了許多大人們

好書大家讀 2016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時間：7/1～8/31

不能說的秘密，善意的謊言失去原有的用意，團圓假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期，竟是謊話難圓！

一年一度的《好書大家讀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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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書展又來囉!在「圖畫書及幼兒讀物組」得獎好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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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有描述臺灣傳統紙紮藝術風貌的《火燒厝》、貼合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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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爸的小船》、忠於自己、保有真實自我想法的《我不想坐

溫世仁文教基金會106年中小學作文比賽得獎作品展
時間：7/11～8/27

地點：1F 歷史走廊

在椅子上》、以雲朵映照孩子情緒變化的《威利和一朵
雲》……。想知道還有哪些好書獲得殊榮嗎？歡迎您一起

【繪本童書園】故事戲劇時間

中山樓兒童暑期夏令營

「2017小小文青，快樂 fun 暑假」
夏令營開始報名囉！活動非常豐富，有生態觀察、樓內導覽、國際禮儀及押花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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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7/14（五）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彭溫雅醫師 主講（現任溫亞中西醫聯合診所所長）
人的經絡是大自然的恩賜，十二經絡與二十四節氣相對應，只要在節氣的當下，
適當用手按壓相對應的穴位，就可以達到養生的效果、預防各個季節容易侵入身體的
病症！
本講座彭醫師將分享專業新知，想要一年四季不感冒，就必須知道：春天是一年
當中最容易感冒的時節，所以要提升免疫力；夏天要預防中暑及心悸，所以要注重養
心；秋天要預防燥氣，所以要潤肺；冬天要補陽氣，要以背部面向陽光來養生。同時
需要在生活中落實本土食補，就能擁有健康與好氣色！
臺灣有自己生產的藥材與食材，從北到南，從東到西，都有新鮮又天然的本土藥
草與蔬食。本書作者中醫師彭溫雅鑽研臺灣在地的食材與藥材，養生就應該從日常生
活中著手，從認識當地藥材、當令食材開始，搭配老祖宗的二十四節氣智慧養生，才
是累積健康哩程數的新觀念。

好書交換活動

您想為家中的好書尋找下一位讀者嗎？或您希望能透過換書
的過程邂逅一本想望中的書嗎？歡迎您來參加臺灣圖書館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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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14 (星期一休館，星期二至星期日14:00-19:00)
收書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3樓服務櫃臺 (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85號 )
換書時間：7/15(六)14:00-17:00
換書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B1樂學室
洽詢電話：02-2926-6888轉2108

菜鳥，快飛：臺灣聽障女籃的故事
地點：4F 4045教室

劉凡真老師（本書總編輯）
2009那年，聽障女籃的球員們，當時可能圓的是一個國手夢，可能求的是一個肯

筆盒DIY活動。歡迎踴躍報名！
時

實踐夢想的舞臺。辦在臺北的聽障奧運更是成立聽奧女籃的催化劑，儘管成立時間

08:20-17:30
報名費：1250 元

每場限額 35 名（限國小 3-6 年級）

即日起網路報名 bit.ly/2q4Y6Ta、02-2861-6391 陳小姐

「行動展覽館」開放申請！！
時間：7/3起∼8/31止

「106年臺灣文史教學研習」
熱烈招生中！
【臺北場】7月17日（一）
【臺中場】7月19日（三）

「睛點．享讀」閱讀系列講座

定，可能追的是一個超越……。聽障奧運也讓這些聽障選手們有了發光發熱的機會，

間：07/20（四）、07/27（四）、08/10（四）、08/17（四）

107年上半年度

2017夏日換書趣

時間：7/8（六）14：00－16：00

到圖書館來感受這些精彩繪本故事的圖文魅力喔。

《掉出書裡的大野狼》
時間：7/1（六）15：00－16：00

子生活經驗的《打架的藝術》、思念過世父親的《送給爸

《彭溫雅醫師的二十四節氣養生書》：
臺灣在地藥材、食材及穴位養生法

講 座

★07/05（三）△ 你看看你，把這裡弄得這麼亂 / 慧民 阿姨

暫，離別的時刻終於到來……

時間：7/8（六）9：30－12：20

親子活動

義大利的少年安德烈，選擇到小丸子家中寄宿。而 這群小
清水鎮，到大阪或京都觀光，玩得不亦樂乎。雖然小丸子對

臺灣文資數位典藏的地圖協作與創意加值
地點：B1 樂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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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日本體驗寄宿生活，並在小丸子的班上引發轟動！來自

與作家有約

短，甚至沒有勝算，她們還是拚命地練，練到有人放棄家庭、放棄學業、放棄工作！
這本書不只有籃球或單純的訓練血淚史，還有聽障球員和聽力正常的教練之間微
妙的互動，她們說「生命本來就沒有完美，但生命的驚嘆號由自己註記」！

【高雄場】7月21日（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