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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念我自己

邊緣書

含松墨舞
時間：即日起～10/11

★ 電影聽賞活動 ★

主題書展

時間：10/3～11/5

地點：4F 雙和藝廊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年成立「南方資料館」，蒐藏臺灣總督府外事部及各

歷、過往的職業、人生經驗……等都大大不同，唯一相同

都不會找他，絕大多數的時候，他都是一個沒存在感的人。也

單位的南方資料。今日，「南方資料館」所珍藏的南

的是，大家都是對書法藝術有濃厚興趣的愛好者。在書法

方資料典藏於本館，成為最具特色的館藏。今年適逢

家陳嘉子老師的指教下，把東方傳統藝術和特有的人文

本館臺灣學研究中心10週年，本館特別策劃「望見南

精神的美表現得淋漓盡致。更重要的是把代表中華民族

方─館藏舊籍南方資料展」，公開珍藏近一世紀的南

方正、典雅、嚴謹、莊重的漢字，用篆、隸、草、行、

以來，一次都沒被借閱過，一次都沒有！可不可以，給他們一次機會，拿起這些書，

方資料，其中不乏難得一見的海內外孤本，歡迎讀者

楷……以小小的一支筆，舞出書法藝術。它是一首無言的

翻翻他們，讓他們感受到人類的溫暖呢? 說不定，這些從來沒被人在意過的邊緣書，

把握機會，踴躍參觀。

詩、舞形的舞，無圖的書、舞無聲的樂。

也非常符合您的喜好喔。請給彼此一次機會，擺脫邊緣吧！

有一種書，在作家嘔心瀝血寫完、被出版、採購進圖書館之
後，卻一次都沒被借閱過，就跟邊緣人一樣邊緣。
現在呈現在你眼前的這些書，就是邊緣書。打從他們進館

「本次展出圖書包含一般圖書及政府出版品」

■ 播放場次：10/29(日) 一場/14：00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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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文字變成影像─小說翻拍的電影們》
■ 播放場次：14：00起 16：30起
10/05（四）
重力小丑

臺灣學系列講座館藏延伸閱讀書展

日期：即日起～10/31

地點：5F 參考室入口書展區

日本治臺初期，為瞭解臺灣風俗習慣及雙方在法制、風

10/12（四）
我就要你好好的

俗、語言、文化上的差異，準備依臺灣舊慣進行特別立法，
臺灣總督府遂於1901年（明治34年）4月成立「臨時臺灣舊慣
調查會」，在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主導下，邀請岡松參太郎、
愛久澤直哉、織田萬等學者，開始進行「舊慣調查」及資料
的編纂。隨著調查工作的展開，亦陸續出版《臺灣私法》、
《清國行政法》、《調查經濟資料報告》、《番族慣習調查
報告書》等調查資料。這些資料，不僅是研究臺灣法制、社
會、經濟、原住民等議題的重要參考資料；更重要的是，這
些資料的出版，也象徵著臺灣民俗學的建立、促發了日本國
內對鄉土學與民俗學的重視，而這個臺灣經驗與調查模式，
亦隨著日本在中國佔領地的擴大而轉移出去。

Me before you

仨，創作展
時間：10/14～10/29

地點：4F 雙和藝廊

我們仨：李碧華、簡孟
津、林心宜台師大美研所同
學，各自以生命經驗淬鍊的
藝術作品組成「仨，創作
展」。作品紀錄主體在不斷
流動交融的時間、空間中存
在的感動，有如通過藝術昇
華的儀式，對生命進行自我
探索與省思，藉著畫布、顏
料、複合媒材展演生命的風
華。藝術的本質在於「精神
內涵」的揭示，我們藉不同
的風格與技巧恰如其分的表
現個人藝術作品中所承載的

10/19（四）
因為愛你

青少年主題書展

Carol

故事得來速
時間：10/3～11/5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在臺灣，每經過1分鐘，就會有60秒消失。如果看一本書需
要9個小時，就有32,400秒會流逝。你有時候是否會覺得，看書
實在太花時間，沒有耐心看完一則故事的起、承、轉、合，寧
願將32,400秒花在更「經濟實惠」的事情上，例如……在一張
舒適的床上睡到自然醒。
現在，看完一則故事，不用再花那麼多時間了。故事得來
速為您準備了滿滿的，節省時間的，CP值超高的短篇故事集。只要短短的幾十分鐘，
就可以經歷一段人生、一段冒險。讓你可以把時間花在更有趣的事情上，像是……再
多看5篇故事。那麼，要不要試著停一下腳步，只要一下就好，將一則輕薄短小的故
事，擺進你腦海裡的小口袋。
「本次展出圖書包含一般圖書及政府出版品」

■ 地點：B1 演藝廳

本片於2014多倫多國際影展舉行世界首映。茱莉安摩爾的精湛演出獲得金球獎最佳
戲劇類電影女主角、英國電影學院最佳女主角獎、評論家選擇獎最佳女主角獎、美
國演員工會獎最佳女主角獎以及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等20項大獎。
愛麗絲是一位才智過人、事業家庭有成的大學教授，正值人生顛峰時，卻被診斷出
罹患了早發性的阿茲海默症。當她一步一步失去記憶，家人和同事的關係也跟著改
變，愛麗絲漸漸發現失去記憶並不代表失去生命中的一切……

重力ピエロ

臺灣舊慣調查與民俗學

片長101分鐘[英]

10/26（四）
購物狂的異想世界
Confessions of
a shopaholic

泉水（加瀨亮飾）與春（岡田將生飾）是一對個性截然不同的兄
弟，內向的哥哥泉水專注於基因研究，寡言的弟弟春則以清除塗鴉
為業。一天，仙台一連串的縱火案，意外引起他們注意，動機不明
的縱火案。火場附近不約而同出現的塗鴉藝術，兩者有何關聯？謎
樣的塗鴉留言，隱藏著什麼樣的犯罪設計 ?
英國小鎮的女孩露易莎，一個充滿希望與活力的英國鄉村女孩，面
臨了最新職業生涯的挑戰，照顧並陪伴一名因為車禍導致全身癱瘓
的年輕人威廉崔納。因為車禍意外讓他一蹶不振，變得自暴自棄又
憤世嫉俗；生性樂觀的露易莎決定讓他看見人生值得活下去的每一
個美好面向，為了讓威廉重新展開笑顏，露易莎使出渾身解數，兩
人都因此得到出乎意料的收穫，重新找到人生與心靈的歸屬，而這
個改變是兩人始料未及的。
正值雙十年華的年輕女孩特芮絲柏李維（魯妮瑪拉飾）熱愛攝影，
在曼哈頓某間百貨公司當店員，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讓她痛苦不
已。某日，她意外邂逅成熟又充滿魅力的上流社會貴婦卡蘿（凱特
布蘭琪飾），兩人年齡、背景天差地別卻一見鍾情，一場公路旅
行，更將感情燃燒到最高點。卡蘿與即將離婚的富有丈夫（凱爾錢
德勒飾）育有一女，為了監護權而爭得焦頭爛額。卡蘿的丈夫雇用
私家偵探暗中調查，卻發現卡蘿、特芮絲不欲人知的親密關係，更
質疑她身為人母的撫養資格。好不容易擁有愛情和自由的卡蘿，卻
捲入監護權爭奪的風暴之中，而深愛著對方的卡蘿和特芮絲這段感
情又該何去何從？
麗貝卡是一個財經雜誌的記者，她和最好的朋友蘇西住在一起。因
為購物成癮的緣故，雖然大學畢業後已經工作了一段時間，卻一分
錢沒存下，反而因為瘋狂購物而債臺高築。面對接踵而來的賬單，
麗貝卡曾經試圖戒掉購物癮，但最後卻都失敗。於是她只能絞盡腦
汁去賺更多的錢來彌補虧空。她的夢想是到時尚服裝雜誌上班，卻
偏偏受僱於旗下的理財雜誌，負責理財專欄，沒想到完全沒有理財
背景的麗貝卡寫出的文章卻大受歡迎，一夕之間她也成為名人。然
而她過去的揮霍無度卻不停的像噩夢般出現在她「看似完美」的生
活中，甚至威脅到她新的戀情。

：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陪伴觀賞！

■ 地點：1F 簡報室

影片欣賞

有一種人，叫作邊緣人，沒什麼朋友，大家有聚會時，也

展 覽

"含松墨舞"的成員來自南北各方，不論是年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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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賞人：黃英雄老師 (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片長120分
[日]

片長110分
[英]

片長119分
[英]

片長104分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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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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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義和情感。
或許可以看到隱藏的共同點，無論是具象或抽象的象徵符號，都是意識與潛意識
中和新蘆線永安市場站下車

探勘的軌跡。也希望能透過深度的自我觀看達到個體的成長，以及享受在藝術創作中
真誠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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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獅王守護隊：榮耀王國

片長115分鐘

時間：10/14（六）14：00 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一起加入凱安的榮耀王國，用盡一切力量捍衛讓他們

《刷牙怕怕》繪本故事時間
時間：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活動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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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三）△ 超神奇牙膏 / 櫻桃 阿姨
▽ 蛀牙王子 / 梅子 阿姨
★10/25（三）△ 鱷魚怕怕牙醫怕怕 / 燕子 阿姨
▽ 鱷魚艾倫又大又可怕的牙齒 / 繼英 阿姨

酷瓜人生 片長66分鐘

活動名稱

地點

時間：10/27（五）14：00－16：00
10.21 ～ 12.31

「西式圖書裝幀大觀」特展

1021 全日活動

活動名稱

5 樓特展室
地點

09:30 ～ 16:30

Fun 書去旅行—漂書集點趣

勵學廣場

09:30 ～ 16:30

閱讀古蹟書展

1 樓大廳

09:30 ～ 16:30

中山樓紙雕 DIY

1 樓大廳

10:10 ～ 11:00

「西式圖書裝幀大觀」特展開幕式

5 樓特展室

11:00 ～ 12:00

手作體驗～隨身筆記本

5 樓特展室

11:00 ～ 12:00

奇幻精靈繪本劇場 --「精靈的煩惱」

B1 樂學室

13:00 ～ 17:00

人像速寫

地點：1F 簡報室

本片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且獲得法國媒體五顆星
一致好評。劇情描述九歲小男孩酷瓜，失去了相依為命的媽
媽，被安置在收容所，和一群無家可歸的小朋友一同生活。
一天，收容所來了一位新女孩卡蜜，她的開朗點亮了院裡的
氣氛，也讓酷瓜第一次有了心動的感覺。正當大家相處越來
越融洽時，卡蜜的阿姨突然出現，為了大筆撫養金和收容所
爭取撫養權。一場保衛卡蜜大作戰正式展開！

14:00 ～ 16:00

專題講座：讀莊子、說人生

1 樓簡報室

14:00 ～ 16:00

《臺灣生態尋寶趣》繪本遊戲創作坊

4 樓 4045 教室

14:00 ～ 16:30

氣球先生的「盲路」人生—達人親授造
型氣球密技大公開

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教室

主題書展

我是刷牙高手
時間：10/1～10/31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還有很多奇怪的超神奇牙膏口味耶！
哎呀！原來鱷魚、小熊也和我一樣，害怕
看牙醫呢!沒關係，快到親子資料中心看看一系
列與刷牙有關的繪本好書，大家一起變成刷牙高
手吧!

【繪本童書園】故事戲劇時間

1 樓資訊檢索區旁

地點：4F 4045教室

免費入場 (13:30入場，額滿為止)
楊育正醫師，馬偕紀念醫院前院長。是產科名醫、婦癌治療權威，也是曾二度掙
扎於死亡邊緣的淋巴癌患者。
行醫近40年，始終懷抱極大的熱情與深切自省。曾有「接生大王」之稱的他，在
轉而踏入婦癌領域後，開始更深刻地思索「生命」的本質。他認為：「唯有充分溝通
『死』，才是尊重『生』。」
67歲因癌過世的父親──前臺北市長楊金欉先生，生前曾悵然地說：「我還有很
多事要做啊……」這句話影響他至深。當他得知自己也罹患癌症時，從驚嚇、否認、
沮喪，到最終接受事實，他選擇更積極地善用生命，並推動安寧療護，為了在離去
時，不留遺憾。
他40歲便已寫下遺書，為從容面對「那一刻」做好準備。罹癌後，他更寫出了真
情流露的〈楊育正說再見：罹癌更激發我的熱情，將人生往‧前‧移〉，文中對於生
命的理解和豁達令大眾大受感動。如今，他不但為了生命而努力，也為了生命離去時
的尊嚴，繼續投注無比的熱情。(引自寶瓶文化)

「睛點．享讀」閱讀系列講座

極速13km，剎不住的狂想人生
時間：10/28（六）14：00－16：00

刷刷牙、刷刷牙，蘋果口味、草莓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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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醫師到病人：我的學習和生命故事
My learning and life story ……」

16:30 ～ 17:10

口琴樂團表演
秋日 ‧ 閱讀趣
音樂會

17:10 ～ 17:50
17:50 ～ 20:00

管弦樂團表演
星空電影院－「52 赫茲我愛你」

創意廣場

地點：4F 4045教室

唐峰正 老師（本書作者）
這不只是一本勵志書，也不只是傳記書，而像是一本十全大
補的魔法書，每個章節皆充滿瘋狂的力量。小唐的人生悲喜交錯，看的人也跟著笑、
跟著哭，步入「笑中帶累，累中帶笑」(笑到很累又繼續笑)的境界，也想要跟著加入
「狂想」的行列。當前的社會氛圍，談理想有時太過正經八百，談夢想卻又過於浮
濫。在小唐的身上，或許「狂想」恰到好處。因為狂想，才會有行動的力量；因為行
動，才會有意外的故事；因為故事，才會有豐富的人生。

科普系列講座
地點：4F 4045教室
對象：凡對課程有興趣者，歡迎報名參加
◎ 10/01 (日) 下午14:00-16:00：適地適用～乾淨永續的地熱發電

《蛀牙蟲家族大搬家》
時間：10/14（六）11：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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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B1 樂學室

講 座

★10/11（三）△▽ 小熊包力刷牙記 / 麗容、素娥 阿姨

影片欣賞 2

時間：10/28（六）14：00 開始放映

106 年 10 月 21 日秋日 ‧ 閱讀趣─臺灣閱讀公園系列活動

地點：B1 樂學室

親子活動

引以為傲的土地吧！河中的魚今天數量不多，不夠鱷魚群享
用，鱷魚領袖普阿因此聽從河馬巴西的話，要去別處覓食，
讓河川裡的魚群生生不息……。但此舉惹怒了馬庫，他覺得
普阿太軟弱，不適合當一名領導者，所以在馬托培湖旁展開
一場「鱷魚決鬥」，來決定誰是最終鱷魚的領導者！ 打敗
普阿當選新領袖的馬庫，霸佔了大泉湖，將整個榮耀王國搞
得天翻地覆，這讓凱安決定要跟馬庫正面對決，來拯救榮耀
王國！

閱讀講座

秋日‧閱讀趣─臺灣閱讀公園系列活動

故事童樂會

影片欣賞 1

林子淵老師 主講

◎ 10/15 (日) 上午09:30-11:30：酷(cool)餐桌，翻轉氣候變遷

吳惠容老師 主講

◎ 10/22 (日) 上午09:30-11:30：愛家人就從節能行動開始！

鄒耀慶老師 主講

◎ 10/25 (三) 上午09:30-11:30：解開大樹密碼•搶救都市熱島

林君蘭老師 主講

氣候變遷造成我們生活劇變，未來到底會變成甚麼樣子呢？氣候變遷不只是遠在
天邊的大事，也是和我們息息相關的生活小事。歡迎大家一起來認識、體驗生活中的
氣候變遷。

合作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財團法人世界宗教博物館、鵝湖月刊社、
優質樂團新店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