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和藝廊

政府出版品主題書展

「養身隨時，健康一世；保健無礙，自由自在！」
日期：8/1~8/31

時間：8/5～9/10

「圖像敘事的藝術：日本繪本演進史」特展由本館、日本知弘美術館、國立臺東
開始，到1920年代、1930年代左右的圖畫雜誌，藉由回溯日本「說故事的圖畫」這
樣的系譜同時，也展示出在這樣的土壤之上，所孕育而生、足以代表現代日本的傑出
繪本作品，除讓一般民眾得以了解現代動漫源於日本的「繪草子」外，並期待本土圖
畫書作家也能藉此觸發出新思維，豐富其創作內容。展期中除豐富作品外，另設置本
展重要作家之圖畫書閱讀區，讓觀展的民眾能有
更深刻與多元的體驗。

展 覽

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共同策劃，本次展覽係以知弘美術館的館藏為中心，從繪卷讀本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八月的台北，將比以往更加炎熱。因為，在台北舉辦的世界
大學運動會，聚集了世界各國的運動新星，準備在賽場上，燃燒
熱血，追求榮耀。
然而，在榮躍的背後，是無數的汗水與傷痛的累積。運動員
是如何克服一切，勇於踏上這條艱辛的路，追求自我的極限呢?
在「超閱極限」書展裡，展出了許多偉大運動員的傳記，他
們會告訴你，他們如何克服萬難，突破自我。如果看了他們的故事，也心癢難耐的
話，書展裡還有各式運動教學書籍，讓你可以自學入門各項運動。
或許我們無法在這些項目上達到巔峰，但是，我們可以超越自我的極限！

承的方式做系列性展出，包括岩崎知弘在內的知
名作家的珍貴畫作，也將逐一展現，提到岩崎知

結合東方水墨筆調，留下九千三百餘幅典雅且雋

曹博宏（國立宜蘭大學副教授）

永的插畫，其中大量的兒童形象，使岩崎女士享

我國古籍本草綱目記載：「羊乳甘溫無毒，補寒冷虛乏、潤
心肺、治消渴、療虛勞、益精氣、補肺腎氣和小腸氣」。羊乳於
古文獻記載之滋補功效已趨近於醫療效果。精選政府出版品-「淺談羊乳保健功效與
應用乳發酵副產品於手工皂DIY」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經費補助，國立宜蘭大學農業
推廣委員會出版，該書呼應上開主題，從羊乳保健出發，透過乳發酵副產品應用於手
工皂DIY，以深入淺出的保健概念介紹精彩研究經驗分享。
本館特別邀請本書作者群之一，國立宜蘭大學曹博宏副教授蒞館分享羊乳保健研
究經驗，介紹乳發酵副產品應用於手工皂DIY，讓我們對於保健與手工皂有更全面的
認識，歡迎大家一起來聆聽學習成長！

有「兒童畫家」的美名。期盼透過作品的力量，讓成人重新省思面對兒童的態度，進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交流司‧跨文化大使系列講座
◎ 主講人：康豹 (Paul R. Katz)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 講 題：「臺灣漢人社會的神判儀式：從王爺信仰說起」
◎ 時 間：2017年8月17日 ( 四 ) 15：00 ~ 17:00
點： 4 樓 4045 教室

陽明山中山樓 --106年全國祖父母節

「代代相傳‧中山樓幸福好時光」
日期：8/26 (六) 08：30-15：30
◎ 活動地點：陽明山中山樓
◎ 參加對象：全國三代同堂或祖孫隔代家庭，每家庭參加
人數為 2-5 人，總人數為 300 人。
◎ 報名方式：7月20日起至8月20日至本館網站線上報名 (本館首頁->活動報名->親子)。
◎ 活動內容：中山樓幸福小旅行、尋找吉祥密碼及代代相傳 DIY (費用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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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放場次：14：00起 16：30起

08/17（四）
是誰在造神

庭、社區、學校等各方領域之兒童文學、兒童教育工作者有更多不同面向的體悟。

The Program

青少年主題書展

相關活動：
(一) 開幕儀式暨開幕座談


時間：2017年8月5日 (六) 09：30 ~ 12:00


地點：四樓雙和和藝廊 ( 國立臺灣圖書館 )
講題：日本繪本演進史對談 / 座談人：日本安曇野知弘美術館副館長竹迫祐子、
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所長游珮芸教授
(二) 導賞活動：
假日定時導覽：展期內，每周六、日 14：00 ~ 16:00
平日預約導覽：週二～五導覽，請來信預約 ysh@mail.ntl.edu.tw
(三) 繪本講座
講題一：古早古早的臺灣囡仔都在看什麼書：日治時期與戰後的繪本
時間：8/13 (日) 14:00 ~ 16:00
地點：4 樓 4045 教室

「百樣人生」
時間：8/1～9/3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你還記不記得，孩提時代的夢想呢? 長大了之後，是否還
是一樣呢? 從過去到現在，你曾經做過的無數選擇，造就了現
在的「你的生活」。可是，你是否曾經好奇過，如果當初做了
不同的選擇，自己會變得怎麼樣呢?
「不知道○○○的人生，過起來是怎麼樣的感覺?」
「百樣人生」主題書展匯聚了各種族群、職業的人物誌書
籍。雖然我們只能過一種人生，但是，我們有大把的機會，去
體驗、看見千千百百種，其他人的人生。

■ 地點：B1 演藝廳

主題電影院 《逐夢時分》

My Football Summer

而促進臺灣當代兒童成長、兒童教育、兒童藝術創作思維等議題的探究，更使得家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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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0（四）
奇蹟的夏天

日本家喻戶曉的繪本插畫家。她以西方水彩技法
地點：1F 簡報室

片長86分鐘

一位旅行推銷員，早晨起床發現自己變形成一隻醜陋、無助的甲蟲。變形之前的葛
雷戈，因父親經商失敗，他必須養家而勉強做著推銷員的工作。他的妹妹賦閒家
中，父親也不工作，母親日漸衰弱，整家人只想巴著他過舒服日子。變形成醜陋、
笨拙大甲蟲的葛雷戈沒有人理解他、愛他。他的父親用硬如石頭的蘋果打穿了他的
甲殼；他被關在房間，漸漸地被疏遠遺忘，最後因背上的傷勢過重而死。無情的女
傭把他枯瘦的遺體掃出房間，任意丟棄。他的家人恢復正常生活，幾個月來第一次
離開愁雲滿佈的家，走入戶外的陽光，慶祝他們終於擺脫葛雷戈這個天大的麻煩。

Peaceful Warrior

弘 (いわさきちひろわさきちひろいわさきちひろ)（1918-1974）女士，她是

「羊乳保健與手工皂DIY」

導賞人：黃英雄老師 (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 播放場次：08/27(日) 一場/14：00 起

08/03（四）
深夜加油站遇見
蘇格拉底

此次展覽將把日本歷代繪卷讀本，以一脈相

政府出版品專題講座

◎地

時間：8/1～9/3

地點：4F 雙和藝廊

卡夫卡變形記

08/24（四）
決戰終點線
Rush

08/31（四）
拔一條河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 地點：1F 簡報室

丹米爾曼暢銷小說《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改編，一部撼動人
心的成長故事，一名少年得志奪牌無數的大學體操運動員(史考特
馬修路易斯)，直到遇上了良師益友蘇格拉底(尼克諾特)，才重新

影片欣賞

我國政府出版品在主管機關文化部積極推動與各機關的努力
下，不僅在出版量上非常豐富，出版品質也更進步與多元化。
本檔書展以「養身隨時，健康一世；保健無礙，自由自
在！」為主題，探索臺灣現階段的養身保健等各種面向之相關書
籍；選書包括《淺談羊乳保健功效與應用乳發酵副產物於手工皂
DIY》、《保健牙齒我最行》、《苦瓜產業與保健功效研討會專
刊》、《養生保健植物餐》、《臺大保健私房書Ⅱ：青春不開
溜》、《花蓮丹參、當歸養生保健創意料理》等。本次政府出版
品主題書展精選養身保健相關圖書，希望透過系列書籍的呈現，讓我們對於養身與保
健有更全面的認識，一起注重保健養生，健康樂活！

日期：8/13 (日) 14：00-16：00

「超閱極限」主題書展

圖像敘事的藝術：日本繪本演進史特展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 電影聽賞活動 ★

主題書展

片長120分
[英]

打開他的視野與獲得新的體悟。

足球比賽開始！一群年輕原住民小朋友所組成的足球隊，在經歷一
連串的比賽後，終於打進了這場準決賽。經過了三年的努力，就看
這一場！他們是否能夠圓夢，獲得全國總冠軍呢？
1993年，環法賽最年輕的新秀、來自美國的藍斯阿姆斯壯，與來
自愛爾蘭的報社體育記者大衛華許因為專訪結緣，大衛對藍斯的求
勝心印象深刻，但對他的實力保持觀望態度；一心想超越極限的藍
斯，意外接觸到專門以「特殊手段」訓練單車選手的義大利醫生米
契。藍斯在晴天霹靂般被診斷出睪丸癌後，讓他正要爬坡衝刺的運
動生涯，一路被推到谷底，經過手術與化療，他努力想要回歸自行
車賽界，但元氣大傷的身體已無法支撐他的野心， 藍斯轉向米契
求助，透過藥物跟更嚴格的訓練……。
同為F1賽車選手，來自英國的詹姆斯亨特(克里斯漢斯沃 飾)和來
自奧地利的尼基勞達(丹尼爾布爾 飾)是大相逕庭的兩個人。外型
帥氣的詹姆斯亨特性格瘋狂，平常最喜歡在眾美女之間周旋；個性
嚴肅的尼基勞達則把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研究汽車與技術，沒甚麼
朋友的他，會有所往來的大概只有比賽的臨時隊友。當時間來到了
1976年的賽車季節，詹姆斯和尼基的良好狀態可說是難分軒輊。也
因此，即將要互相爭奪世界冠軍頭銜的兩人都很清楚，在正式的賽
車比賽場上是不容許發生任何失誤的，這不僅僅是榮譽相爭的時
刻，也是拿自身性命去冒險的一場比賽……。
2009年8月8日，一場無情的風災摧殘了這個山中小鎮，高雄縣甲
仙鄉，這個以芭樂、芋頭聞名的觀光區，現在放眼望去，只剩下一
片死寂。但甲仙國小的一群孩子，在缺乏拔河鞋和專用拔河道的匱
乏環境中，努力為家鄉爭取最高榮譽，試圖喚回被風災摧折後的信
心與勇氣。這群單純而努力的拔河小將，不畏環境艱難的勇氣和精
神，深深鼓舞了因為環境受創而信心全無的大人們，他們努力奮
起，不向逆境屈服……（本片為紀錄片）。

：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成年親友陪伴觀賞！

片長101分
[中]

片長104分
[英]

片長122分
[英]

片長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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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者：曹俊彥、李公元主講 ( 兒童文學工作者 )
講題二：古早古早的日本囡仔都在看什麼書：大正昭和時期的兒童文學
時間：8/27(日) 14:00 ~ 16:00

中和新蘆線永安市場站下車

地點：4 樓 4045 教室
講者：蘇懿禎主講( 兒童文學工作者 )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本知弘ちひろ美術館 ( 公益財團法人岩崎知弘紀念事業團 )
、國立臺東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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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2017 12:30:27 PM

酷寶：魔弦傳說

夏日‧愛閱─臺灣閱讀公園系列活動

故事童樂會

影片欣賞 1

《好書大家讀》得獎繪本故事時間

片長102分鐘 普

時間：8/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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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8 月 5 日夏日 ‧ 愛閱─臺灣閱讀公園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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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莊過著平靜安穩的生活，直到一個來自過去的亡魂再次點
燃了古老的仇恨，導致各種混亂；酷寶為了生存，必須找出

▽ 我不想坐在椅子上 / 鳳梨 阿姨
★8/09（三）△ 市場街最後一站 / 慧民 阿姨

他過世的傳說武士父親生前曾經穿過的神奇鎧甲，以及動物
盟友來與其對抗……。

▽ 林桃奶奶的桃子樹 / 蘋果 阿姨
★8/16（三）△ 我的寫寫畫畫書 / 慧民 阿姨
▽ 脫不下來啊 / 梅子 阿姨
★8/23（三）△ 杯杯英雄 / 櫻桃 阿姨

地點

08.05 ～ 09.10

「圖像敘事的藝術：日本繪本演進史」特展

4 樓雙和藝廊

07.11 ～ 08.27

「106 年中小學作文比賽獲獎作品」展

1 樓歷史走廊

08.04 ～ 08.20

106 年春季「臺灣圖書館之美」及「中山樓之
美」寫生比賽作品展

08.04 ～ 08.20

「閱讀臺灣 ‧ 曬書節」書展

▽ 嘟伊答 / 繼英 阿姨
09:30-11:00

★8/30（三）△ 探黑 / 素娥 阿姨

影片欣賞 2

活動名稱

「圖像敘事的藝術：日本繪本演進史」特展
開幕式

1 樓資訊檢索區

1 樓大廳及博愛門外

Fun 書去旅行—漂書集點趣

時間：8/9（三）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13:30入場，額滿為止)

宋怡慧老師（新北市立丹鳳高中教務主任）
本書結集了從上百人中脫穎而出的10位講者的經驗談，分享
他們的生命故事、站上OPEN MIC舞臺的心路歷程，並且剖析他
們精采的演講技巧。從設定聽眾、調整內容、分享重點、演說效
益、連結共識到核心價值，他們利用大數據、援引案例、個人故
事、最新話題來增加故事的趣味性，也充分達到改變舊有觀念、
散播新思想的目的。
本講座分享書中的好故事，如何發掘自我亮點，發揮正面能
量和影響力，同時提供學子因應多元入學，上臺表達力、簡報製作、溝通能力！

4 樓雙和藝廊

閱讀講座

▽為什麼長這樣？ 25個Q&A，認識動物奇妙的臉 / 梅德林魔法師
9:00-16:00

《說個好故事，讓世界記住你》

講 座

★8/02（三）△ 雲豹的屋頂 / 燕子 阿姨

活動日期

親子活動

故事設定在日本古代，一名小男孩酷寶住在海岸邊的

太空奪旗 片長94分鐘

與作家有約

創意廣場

「故事與寫作」

普

時間：8/26（六）14：00 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世界上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口不相信人類真的踏上月球，

10:00-11:00

蘋果阿姨說故事

創意廣場

時間：8/5（六）14：00－16：00

10:00-17:00

「技藝新北─薪傳世代新動力」- 彩繪布袋戲
服體驗工作坊

創意廣場

王瓊玲教授（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

11:00-12:00

「日本繪本演進史」座談會
( 講者 : 竹迫祐子副館長、游珮芸教授 )

09:00-17:00

「閱讀草山」主題書展

1 樓大廳

09:00-17:00

閱讀樂畫

1 樓大廳

14:00-16:00

「故事與寫作」講座 ( 講者 : 王瓊玲教授 )

14:00-15:30

「讓我做你的眼睛」-- 導盲犬宣導講座及體驗
活動 ( 導盲犬引導及白手杖體驗 )

15:00-17:00

「指尖視力 2.0」-- 視障按摩體驗

視障中心

16:00-17:00

身心障礙闖關體驗活動

視障中心

14:30-17:30

我的寶物盒 DIY

創意廣場

理查德 ～ 一位無情的億萬富翁，為了開採月球上的資源，
他要登上月球，抹殺阿波羅十一太空人的壯舉，在月球插上

4 樓雙和藝廊

旗子，讓月球成為他的領地。年僅十二歲的麥可，他的祖父
過去是NASA的太空人，但因為不明原因而未參與阿波羅登
月計劃，並從此與家人關係疏離。麥可為改善祖父與家人的
關係，與朋友共同冒險和祖父一起登上月球，阻止一個億萬
富翁的邪惡計劃，努力捍衛阿波羅任務時在月球插上的美國
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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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B1 樂學室

故事帶領者：世界宗教博物館--愛的星球‧奇幻精靈劇場 &
三芝國小學宛然掌中劇團

好書大家讀 2016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時間：7/1～8/31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一年一度的《好書大家讀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得獎書展又來囉!在「圖畫書及幼兒讀物組」得獎好書部
份，有描述臺灣傳統紙紮藝術風貌的《火燒厝》、貼合孩
子生活經驗的《打架的藝術》、思念過世父親的《送給爸
爸的小船》、忠於自己、保有真實自我想法的《我不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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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您一起到
圖書館來感受這些精彩繪本故事的圖文魅力喔。

8
月
5
日
全
日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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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樓簡報室 ( 講座 )、
1 樓大廳 ( 體驗活動 )

「睛點．享讀」閱讀系列講座

101公分的輪轉世界：乘著輪椅看遍世界的美好

頒獎典禮：106 年春季「臺灣圖書館之
美」寫生比賽

16:10-16:30

16:40-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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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樓 4045 教室

王瓊玲教授上課像說書一樣精采的她，擁有一開口就把人帶進
故事裡的魅力，是學術界「右手學術，左手創作」的學者。著有
「野叟曝言研究」、「清代四大才學小說」、「古典小說縱論」、
「野叟曝言作者夏敬渠年譜」、「夏敬渠與野叟曝言考論」等學術
專著。
同時是兩岸「才學小說」的學者，2009年，她投入創作，寫下
《美人尖》，以有別於理性論述的深情筆觸，在小說創作的領域綻開一朵美麗的浪
花，《一夜新娘》的引子，是先從92歲媽媽的傳奇說起，寫作生動精采、故事發人深
省。
本講座將透過講者，引領讀者從身邊故事，創作動人優美作品。

時間：8/19（六）14：0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李妙紅老師（本書作者）

《大破無底洞》
時間：8/12（六）11：00－12：00

主題書展

地點：4F 4045教室 (13:30入場，額滿為止)

17:30-18:30

夏
日
‧
愛
樂

101大樓是全世界屬一屬二的摩天高樓，101公分則是妙紅在
輪椅上看著世界的高度。對一位需仰賴輪椅代步的身障者而言，

亦宛然掌中戲演出「武松打虎」

創意廣場

外出旅遊並非是件容易之事，但她卻能看遍臺灣的各地美好，造
訪海外10多個國家，甚至規劃國外自助旅行。只要鼓起勇氣並付

夏日 ‧ 愛樂音樂會

諸實踐，無障礙的心就能帶你探索旅途間的無限美好與精采！

合作單位：
日本知弘美術館、台灣導盲犬協會、財團法人九昱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台北市新合唱文化藝
術基金會、財團法人世界宗教博物館及李天祿文物館、國立臺東大學、溫世仁文教基金會、雙
連視障關懷基金會、臺北市出版公會 (藝殿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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