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7（四）

天才無限家

The Man Who 
Knew Infinity

出身於印度南部窮鄉僻壤的拉馬努金，他是史上最具傳奇色彩的天

才。幼年時期便展現驚人的數學天分，從未受過正規教育，卻可以

憑靠自學獨立發現近4000個數學公式和命題。2013年，在他臨死

前遺留的一個神祕函數，在歷經百年後終於被解開，令人震驚的是

這種函數竟可用來解釋黑洞的奧秘，而當拉馬努金當時提出此函數

時，人們根本還不曉得黑洞是什麼。

片長108分

[英]

09/14（四）

夏日大作戰 

Summer Wars

小磯健二是個性格內向的理科男生，暑假期間被自己仰慕的前輩筱

原夏希拖去了她的老家長野縣上田市。那裡住著從室町時代開始一

直存在的戰國一家，陣內家。在這個熱鬧的田舍度過的暑假，健二

看見了陣內家的活躍與和睦。

一天夜裡，健二收到了一封可疑的數學智力競賽的郵件忍不住好奇

心通宵將其解答。但是他卻不知道這將是引起一場大災難……。

片長114分

[日] 

09/21（四）

X+Y 

愛的方程式

一名有自閉症邊緣性格傾向的小孩 Nathan，他無法與人溝通，甚

至排斥自己的母親 Julie，唯有在數學的世界能使他找到慰藉。他

進入了英國數學國家隊，跟著團隊遠赴重洋來到臺灣參加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競賽，直到在臺灣遇上中國少女 Zhang Mei 讓他漸漸敞

開了心房。

片長111分

[英] 

09/28（四）

十月的天空

 October Sky

煤山，一個產煤礦的小鎮，所有的男孩只有兩種命運：一種是當隨

時擔心有生命危險的礦工，另一種就是取得足球獎學金上大學。侯

麥既沒有雄健的體格，所以似乎沒有理由足以讓他能夠興眾不同！

再加上他的父親是煤產公司的高級主管，總期盼著兒子能夠繼承父

業。他的人生彷彿已經被規劃完成了，沒有選擇的餘地。直到那年

十月天空中星光般閃耀的火花，啟動了他要衝脫宿命的夢想：造火

箭！

片長104分

[英] 

影
片
欣
賞

中和新蘆線永安市場站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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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放場次：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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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或成年親友

陪伴觀賞！ ：未滿12歲之兒童不得觀賞！ ：未滿18歲者不得觀賞！ ★提醒您依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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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數人生》主題電影院

 時間：9/4～10/1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展 

覽

雙和藝廊

圖像敘事的藝術：日本繪本演進史特展

 時間：即日起～9/10       地點：4F 雙和藝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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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許多熱愛數學的人們來說，數學的存在好似空氣中光

影輕撫眼目的感動，就像看完《刺激1995》(The Shawshank 

Redemption)與主角同受重獲自由的激動，或像聽了一場貝多芬第

九號交響曲《合唱》那樣心生愉悅，乃至於涕泗、動容，又或像是流淌在華麗而實在

的詩文當中，讀著千遍不厭倦的醉人詩篇，如同所有的藝文作品般，數學是對困境的

逃離，更是生活的品質。

偉大的數學家約翰•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說：「如果人們不相信數學

是簡單的，那只是因為他們沒有理解人生有多麼複雜費解。」

我們身處的環境與數字之間有著什麼樣的牽繫？人類與數字之間隱藏著什麼樣諱

莫如深的神祕情愫？

讓我們一起窺探數學家們的愛情故事，找到屬於數學界的情「數」。

主題書展

情愫˙情數

 時間：9/4～10/1      地點：3F 青春悅讀區

你知道看似神奇的魔術裡頭暗藏著數學玄機嗎？你知道你聽

的美妙音樂都有數字在向你說話嗎？你看過向日葵，但你也許不

知道除了香味和鮮豔之外，還有「黃金比例」隱身在花瓣裡頭。

你玩過許多摺紙遊戲，但你可能未曾想過，每一道摺痕其實

都是你曾經學過的幾何概念。偉大的數學家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說：「凡物皆

數。」

數學一直在你我的周圍，縱身世界之上凝視著你，渴望你的發現。

你可以對它不加理會，但是會數學就像戴上X光透視眼鏡，能從混亂無序的世界

表象裡，看透其後隱藏的結構。它一直都在，而你準備好與它一起同遊、一起解解這

個世界了嗎？

玩轉數學

青少年主題書展

107年下半年度雙和藝廊展覽檔期申請中！

 日期：即日起～9/30 

望見南方—館藏舊籍南方資料展

請填妥雙和藝廊展覽申請表（請至本館網站

下載），備齊相關申請文件，mail或寄至本館企劃

推廣組收，並註明「申請107年下半年度雙和藝廊

檔期」。詳細資料請上本館網站/活動訊息/展覽查

詢。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日期：即日起～12/17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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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資源推廣課程
想實地體驗雲端書庫的閱讀樂趣？想滿足“ 聽 ＂見全世界的渴望？想了解有那

些好聽好玩又有趣的互動式兒童繪本與科普圖書？想透過影音資料來認識我們生活

的臺灣？館藏豐富的電子資源等您來使用哦。

參加對象：凡對課程內容有興趣者，歡迎報名參加。

課程主題：

◎ 9月06日 （週三）：閱讀 e 世代

◎ 9月13日 （週三）：藝術世界 e 指通

◎ 9月20日 （週三）：童話新視界

◎ 9月27日 （週三）：閱讀文化臺灣

上課地點：4F 4045 教室

上課時間：週三 14:00 - 17:00

報名時間：即日起開放報名，額滿為止。（每場次以 65 人為限，備取 15 名）。

報名方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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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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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報名：（02）2926-6888 轉 3501 或 4211 ( 開館時間 )。

注意事項：參加課程前，請先辦妥本館借閱證；上課可自備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

與行動網路，館內雖提供免費無線網路，但人多時可能影響連線速度。

「意念‧生花」— 

我的意念如給妳生花般美好位子～攝影個展

 時間：9/14～9/24 ( 開幕：9/16 14：00 )       地點：4F 雙和藝廊

花，是一種能夠讓觀賞者在觀賞當下，即能夠產生愉悅感的自然產生之物，這是

被人們定義為「美好」的意念之物。在日常中，「意念」的產生如花朵一般的不斷盛

開，如同建構一個美麗花園在心裡。也因此引發

創作者試圖探討比意念更深入的核心目的。旅法

攝影師--位子，以「意念‧生花」為攝影主題，

帶領觀者進入深層的心靈境界。

以攝影為基本工具的創作，是位子一直在反

應對這個世界美好話語的呈現。

含松墨舞

 時間：9/27～10/11       地點：4F 雙和藝廊

"含松墨舞"的成員來自南北各方，不論是年齡、經歷、過往

的職業、人生經驗……等都大大不同，唯一相同的是，大家都是

對書法藝術有濃厚興趣的愛好者。在書法家陳嘉子老師的指教

下，把東方傳統藝術和特有的人文精神的美表現得淋漓盡致。更

重要的是把代表中華民族方正、典雅、嚴謹、莊重的漢字，用

篆、隸、草、行、楷……以小小的一支筆，舞出書法藝術。它是

一首無言的詩、舞形的舞，無圖的書、舞無聲的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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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別再來敲門                            片長116分鐘 [英] 

■播放場次：09/24(日) 一場/14：00 起   ■地點：B1 演藝廳

歐弗是社區裡的討厭鬼，當失去心愛妻子桑雅，他決定要向明天告別。他一次次嘗

試不同方式，吊繩索、吸廢氣、跳火車、甚至舉槍，奇事卻一件件發生。命運忙著

幫他製造麻煩與混亂，不斷阻撓他堅決的死意。

當他準備在家上吊時，剛搬來的鄰居竟開車撞上他家，讓他氣得跑出門外理論。當

他想引汽車廢氣時，鄰居竟挑這時摔斷腿，他只好護送鄰居妻女去醫院探望。當他

跑去跳火車時，有乘客竟摔到鐵軌上，他於是見義勇為、救了他一命。當他回家

時，一隻遍體麟傷的醜貓，竟就躺在他家門口，面惡心善的歐弗於是收留了她。

每每有事件發生時，歐弗的好心腸，總讓他無法坐視不管。他只好跑去妻子墓前懺悔，等把這些麻煩事

搞定，會立刻趕去相聚。然而，當他越想趕快安頓身後事，麻煩和意外，卻越來越多。眼看歐弗告別明

天的計畫，似乎得一延再延，但這個無用的社會，如果少了他，又還能有明天嗎？

A Man Called Ove



下半年度107

申請時間：即日起∼9/30止

展覽檔期申請中！

詳細資料請上本館網站/活動訊息/展覽查詢

雙和藝廊

親
子
活
動

講 

座

小女孩蘇菲，在一個失眠的夜晚，被大巨人偷偷從孤兒

院帶走……原來，每天晚上，當所有的人都進入了夢鄉後，

會有九個大巨人卡滋卡滋的把孩童當豆子嚼。幸運的蘇菲，

遇上的是第10個友善的巨人，他身長只有八公尺，在群體

中顯得較矮。善良的他會把好夢用小喇叭吹進小朋友的腦袋

瓜裡。因為他不吃人肉，只吃臭瓜，能穿越到夢境之地，捕

捉像螢火蟲一樣的好夢，然後在深夜裡，吹進寂寞孩子的夢

鄉，所以又被稱為「吹夢巨人」。友善的巨人不是9個壞巨

人的對手，勇敢的蘇菲就想了個妙計，兩人聯手，要把壞巨

人一網打盡，讓他們不能再出沒抓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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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6（三）△ 搭便車 / 淑慧 阿姨         

                      ▽ 亞斯的國王新衣 / 鳳梨 阿姨

★9/13（三）△ 口水龍、巫婆阿妮和黑貓阿寶

                           / 麗容、素娥 阿姨  

★9/20（三）△ 是蝸牛開始的 / 櫻桃 阿姨     

                      ▽ 真是太過分了 / 蘋果 阿姨

★9/27（三）△ 超級哥哥 / 燕子 阿姨         

                      ▽ 媽咪，有人笑我 / 繼英 阿姨

老夫子與他的朋友來到「水立方嬉水樂園」工作，卻

四處偷懶摸魚，更誇張的是老夫子還暗戀自己的老闆陳總經

理。正當他們安穩愜意地過日子時，渾然不知一個可怕的戰

爭將一觸即發！ 

海底世界的東、西、南、北等四海龍王，正在開會討

論日益嚴重的海洋污染問題。北海龍王建議殲滅汙染源─人

類，獲得壓倒性支持，而陰險的北海龍王私底下卻與陸地上

的大魔頭「火爆王」聯手想征服地球，人類命運岌岌可危！

唯一能拯救地球的是一個神秘的海底生物「小水虎」；老夫

子等人將與小水虎聯手，肩負起保衛地球的重責大任，一起

對抗邪惡勢力，上天下海展開一段趣味無窮的大冒險！

我的妹妹跟別人不一樣，她的耳朵聽不見。隔壁班

的小男孩以撒，有著超酷的超能力，他說那叫亞斯伯

格。兔子家多了一隻愛滾泥巴的蜜糖豬，兔子媽媽同樣

很愛他。喜歡游泳、開心大笑、生氣大哭的珊珊，雖然

坐著輪椅，和大家並沒有甚麼不同。

本月親子資料中心準備一系列書展好書，歡迎大家

從精采的繪本故事中，看見不一樣、學習同理心。

影片欣賞 1

吹夢巨人 片長118分鐘        

 時間：9/9（六）14：00 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老夫子之小水虎傳奇 片長83分鐘        

 時間：9/23（六）14：00 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故事童樂會

《同理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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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理心主題書展

看見不一樣
 時間：9/1～9/30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故事帶領者：迷你星嬰幼兒劇團 & 喜樂家族戲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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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本童書園】故事戲劇時間

《經典三童話》&《找一個地方》

 時間：9/2（六）11：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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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親愛的，你今天快樂嗎？》

 拋開焦慮、疲倦、憂鬱，當自己的心理醫師

 時間：9/16（六）10：00－12：00     地點：B1 演藝廳 

 免費入場 (9:30入場，額滿為止)

與作家有約

影片欣賞 2

本書作者游乾桂是位人文關懷者，生於宜蘭員山的溫泉小

鎮，演講是他的道場，四處宣教育與生活理念，連續二十年到

馬來西亞的偏鄉布施教育。

書是他心中診療外的心理醫生，主張用閱讀改善自己，他

因而很在乎每一本書，從起筆到成書，想提供的是深刻的內

省。風格別具，演講與寫作都充滿故事，早年是以他的病人為

藍圖，而今則是人生偶遇的激盪，化約成字的湧泉；難懂的理

論，在他筆下都變得深情款款，直入人心。

他是作家，也是專家，生活禪者，用不同的方式散播理

念。播種者也許更合適他現在的身分。他的作品極多，寫生活的有《再忙也要很浪

漫》、《這一站樂活》、《偷閒：下班後的幸福提案》、《活得好的一百個理由》等

等，寫教育的有《想飛：教出會生活懂生命的孩子》、《深情：教出懂愛用心有情的

陽光孩子》與《天倫：教孩子閱讀父母背影》，自我成長系列則有《演活自己就是頂

尖》與《給未來思想家21封信》等等，質與量並量，獲得包括金鼎獎等無數獎項。

他以精闢的文字當作藥引，導入你我的內心；他運用獨特的心理學眼光，從那些

我們習以為常的日常狀態提出疑問，讓人自我思辨，在文字與內心的一問一答之間，

幫助你找回生活該有的節奏；你會明白，偶爾地放慢步調、尋找生活曼妙一點都不

難。(引自時報出版)

音樂治療—弦外之音
 時間：9/9（六）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洪進麗 主任（臺安醫院表達性藝術治療中心主任）

聽見穩定、放鬆的音樂，呼吸會逐漸緩慢，體溫升高，

這是音樂讓人沉靜的神奇魔法。本次講座特別邀請臺安醫院

表達性藝術治療中心洪進麗主任與讀者面對面聊聊最夯的「兒童身心障礙與音樂治

療」，藉由近距離的對話與互動，共享時下最新穎的話題，與您一同進入閱讀的美好

世界。

現場同步展出《小腳Y的星光大道 : 音樂治療融入社會技巧領域》、《幼兒音樂

治療 : 理論、課程設計與實務研究》、《音樂治療》及《站在琴鍵上看日出》等書

籍，歡迎讀者瀏覽閱讀。

「睛點．享讀」閱讀系列講座

臺灣民俗學的建構及其實踐
 時間：9/9（六）9：30－12：20     地點：4F 4045教室

臺灣學系列講座

林承緯老師 主講（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副教授）

民俗學 (Folklore) 是以研究風俗習慣、傳說民謠、生活用具等自古以來流傳民間

的有形或無形民俗事物為核心，藉由理解人類生活傳承現象的歷史變遷，進而與現今

社會的生活文化展開對話的一門學科。該學科源起於19世紀中葉的英國，20世紀前半

葉，日本在柳田國男 (1875-1962) 等人的領導下，逐漸建構成一套獨特的知識體系，

成為一門重要的學科。臺灣雖然受到了來自日本的民俗學影響，也不斷有學界及民間

的力量持續的投入臺灣民俗文化的研究，累積了相當可觀的研究成果；然而，民俗學

知識體系及其方法論的建構，卻尚未完成。本次講座即將介紹這個仍在形成與發展中

的知識體系。

電影聽賞活動

愛的神奇符號 片長96分鐘

 時間：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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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娜格雷從小熱愛數學，就像她深愛的父親一樣。

對她來說，世界是由一連串不可見的神奇符號所組成。

但在父親生病之後，莫娜逐漸變得封閉沉默、獨來獨

往，現年20歲的她在某次機緣下成為一名小學數學老

師，重新在跟孩子與同事的互動中，尋找動人的生命力

量。

人生中難免會對自己有所質疑，但一點點希望、再

加上命運的巧妙安排，全新的愛情與未來就會在妳面前

展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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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場次影片為 6+ 保護級（簡稱「護」級）未滿6歲之兒童不宜觀賞，6歲以

上未滿12歲之兒童需父母、師長或成年親友陪伴觀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