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電話：(02)2926-6888 #5412 周小姐

雙和藝廊

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5413 蔡小姐

馳風行旅─館藏臺灣學鐵道暨旅行類書展

真正有影─百年臺灣電影特展

「敲破牢籠」

● 時間：107/10/30～108/03/10

● 日期：09/15～10/07

● 日期：10/09～10/27

●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書展區

19世紀末，官方鋪設基隆─新竹間鐵道，揭開臺

鐵道網絡亦隨著支線及東部幹線等建設而延伸，
私設輕鐵、產業用鐵道，以及地方私鐵之擴展，則有
利地方經濟發展與交流。1930年代以後，環島鐵道
計畫暫被擱置，企圖以汽車運輸完成循環全臺之交通
網。

經典電影放映及專家導賞
放映時間
10/3（三）14：00

隨著臺灣交通日漸發達，旅行變得相對容易。加以各地旅館設置、旅遊指南刊行、
紀念戳印蒐集之風潮等，逐漸引起日、臺人興趣，深化對臺灣之認識。

10/6（六）09：30

今年，為臺灣縱貫鐵道開通110週年紀念。本館藉由史料爬梳與藏書展示，擬與讀
者們回到百年前的臺灣，一探由鐵道、輕鐵，以及道路交織而成的運輸網絡，從而理解
交通與旅行之關聯。

10/6（六）14：00

（放映地點為 4F 4045教室）

電影名稱

生而在世，都有看待世界的既定角度。
從自己的價值觀看世界，從自己的專業剖析世界，
從自己的偏好選擇世界。但是這樣的單一視角，
有時候，也會成為禁錮自己靈魂的牢籠。
作家朱宥勳，為我們提供了一系列給大學生的書單，

專家導賞

小畢的故事

李政亮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片長：95 分鐘 級別：

海角七號

李政亮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片長：129 分鐘 級別：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電話：(02)2926-6888 #4221 陳先生

社會救濟在臺灣
● 時間：09/01～10/31

● 地點：5F 參考室入口書展區

青少年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512 賴先生

「一本書的可能性」
● 日期：10/09～10/27

●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作家朱宥勳說，書本是濃縮他人經驗的膠囊，花幾個小時吞下去，

WARM FOOTPRINT─WORLD TRAVEL CORNER

就能從生手變成精英，而書本，可以幫你打開新世界的大門。

● 日期：10/11～10/21

在今年的7、8月，作家朱宥勳先生開立了專屬於國、高中生
的書單，內容涉及小說、商業、歷史、社會議題。
不用擔心太過艱澀，不用害怕太過無聊，因為已經有一批可愛的、青春的國高中生，

利制度，大致始於清治與日治時期；荷西時期及鄭氏治台期間，則多以「缺乏資料」、

時代悠然自得的生活；陽光篩進綠色隧道裡，晶晶亮亮地跳躍在溪

為您讀過了這些書，還寫出了一篇篇有趣的、精闢的心得與分析。您可以來看看他們

「制度不明顯」帶過。事實上，至少在V.O.C.治臺期間，原屬遺產管理機構且附帶「慈

流上；氣勢磅礡的瀑布一洩而下，撞擊岩石，浪花四濺，開心的聲

幼、撫孤、濟貧」等功能的美色甘(Weeskamer)，已在臺灣出現。清治時期則大多數集中

音依稀在耳邊迴盪；一戶典雅屋舍被一欉樹相輝映著，而陽光從樹

在貧困救濟的相關事務上，如養濟院、普濟院、棲留所、留養局、義渡、義塚、育嬰堂

梢間灑下湖面，波光粼粼，綠頭鴨悠遊其間……旅遊中和同事或家人漫步其中、嬉笑其

等，並由此逐漸延伸至賑災救濟(義倉)、醫療、婦孺與救恤事業。到了日治時期，更擴

間，心更緊連，身體與心靈皆敞開釋懷。 頓時，一個簡單的念頭閃過，我從照片裡跳

及保健醫療、鰥寡孤獨與救恤、生活輔導、睦鄰組織、兒童保護、托育兒機構、社會教

出來，我思：旅遊世界夢想的足跡，是不是該賦予價值的生命力？是不是該寄予情感的

化、移風易俗、罪犯更生、特殊疾病隔離照護(癩病)等社會事業。歡迎來館一窺臺灣歷

生命?是不是該豐富生命的色彩?所有的「是不是」都是肯定的，只因為我渴望。

的摘要心得，也可以親自翻閱這些書，新世界的大門，由您自己打開。

政府出版品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2109 劉先生

「性別平等，和諧相處」
● 日期：10/02～10/31

●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性別平等議題在聯合國大力推動下，世界各國皆努力透過政

戊戌會員書法聯展

策與法律，積極推動提升婦女地位與促進性別平等的工作潮流，

● 日期：10/24～11/04

而我國政府機關除了透過法律保障（如：《性別平等教育法》、

中華民國書學會創起於1976年，簡稱中華書學會。主要以推廣
書法為任務，以學術、教學研究及推廣交流活動為主，成員近千餘

10/11（四）
沉默的雙眼
Secret in their eyes

一本書所帶來的可能性，是如此的巨大。

牽動著當時的場景：讚嘆當時紐西蘭的皇宮造景；置身於日本江戶

● 地點：4F 雙和藝廊

10/04（四）
雙面法蘭茲
Frantz

過去相關的研究指出，受到了研究資料的限制，臺灣的社會救濟、社會救助或福

史上的社會救濟事業。

主題電影院《好久沒有播雙場》
■ 地點：1F 簡報室

我們何不藉此敲破牢籠，看看沒有見過的世界呢?

溫暖足跡─世界旅遊角落

走進世界旅遊照片裡，彷彿時間在此滯留，美好回憶絲絲情愫

中和新蘆線永安市場站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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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播放場次：14：00起 16：30起

他也說，在16～18歲，只要認真想做一件事，

● 地點：4F 雙和藝廊

[英]

★電話：(02)2926-6888 #3512 賴先生★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就可以獲得別人一輩子的經歷，所追求的事物。

臺灣學系列講座延伸書展

片長120分鐘

在出發至火星展開殖民計劃的探險中，一名太空人意外發現自己懷孕，在火星生下一名
男孩嘉納後便不幸逝世。嘉納無法適應地球重力，只能留在火星生活，16年來他在火星
自給自足，卻仍阻不斷他對地球的好奇，他在網路上結識一名女孩陶莎而漸生情愫。當
嘉納終於有機會回到地球之際，卻被科學家當作研究的對象，他決定鼓起勇氣尋找他在
地球唯一認識的人陶莎，開啟一段地球冒險之旅，但他的「火星體質」卻讓他的性命岌
岌可危。

適合不同專業的你與妳，透過這些書，

黃建業 教授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

片長：157 分鐘 級別：

雙和藝廊

●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我們可以窺見通往未知世界的小徑。

悲情城市

愛上火星男孩 The space between us

■ 播放場次：10/28 (日) 一場 / 14：00～17：00 ■ 地點：B1 演藝廳

10/18（四）
美味不孤單
Delicious
[地點在4045教室
放映，僅有1場次]

第一次世界大戰德法交火，在殊死交鋒之際，一股超越敵對的
溫熱情感，在壕溝中默默滋長。這一切，要從法蘭茲的墓說
起。某日，法蘭茲墳上多了陌生花束，身為未亡人的安娜百思
不解。隔日同一時間，安娜撞見秘密獻花的人，竟是俊美出奇
的男子。一經查訪，男子不但來自敵對國，甚且主動上門向法
蘭茲的雙親致哀。行跡詭譎的他不但沒被長輩視為「殺人兇
手」，反而深得疼愛。究竟他是法蘭茲的摯友，抑或是安娜的
情場勁敵？男子的現身，讓法蘭茲的生前情史如墜五里霧中，
並為安娜的未來埋下空前的震撼彈!
雷和潔思與克萊兒分別是FBI的優秀探員與地方檢察官，合作
無間的他們卻因為潔思的小孩被殘殺後，人生就此產生了前所
未有的劇變。13年過去,犯下此謀殺案的兇手仍逍遙法外，此
案延宕許久也遭當局勒令停止調查；即便如此，兇案仍在雷心
中揮之不去，多年來，他棄而不捨調查案件，終於讓他找出關
鍵性的證據，而這些蛛絲馬跡也將帶出辦案人員、受害人家屬
與兇手間微妙的關係；因此得到令人出乎意料的結局。
來自法國的型男主廚雅各在母親過世後，隻身到倫敦尋找從未
謀面的生父，他相信暴躁的倫敦名廚 : 維克就是自己的老爸，
於是他毛遂自薦到維克的餐廳打工。沒想到第一天搬進新家就
對鄰居史黛拉一見鍾情，就在力邀史黛拉共進晚餐碰了釘子
之後，雅各從餐廳帶回他大顯身手的法國料理想討史黛拉歡
心，不料青春芳華的史黛拉竟為厭食症所苦，伴隨抑鬱症等症
狀……

住在德國的保羅，意外在網路上發現住紐約的歌劇天后卡達蓮
娜，竟和自己已逝的妻子有著如出一轍的容貌；和女兒蘇菲商
量後，蘇菲決定跨海前往紐約，查個水落石出。面對蘇菲突然
其來的查訪，卡達蓮娜漸漸放下原本的防備，娓娓道來自己的
Die abhandene Welt 身世；這才發現兩人不僅關係密切，一場家族風暴也即將掀
起。

10/25（四）
雙面謎情

：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陪伴觀賞！

影片欣賞

穿南北，達成朝發夕至，南北一日通之目標。

還記得《梁山伯與祝英台》上映時，街頭巷尾處處都是黃梅
調，以及凌波造成的「梁兄哥」旋風嗎？今年逢臺灣史上首次電影
放映120年，本館特別邀請新竹市影像博物館、高雄市電影館及大
屯文化工作室共同舉辦本次特展，與大家一同回顧百餘年來臺灣電
影的脈絡。

展 覽

灣鐵道事業之序幕。1908年，臺灣縱貫鐵道開通，貫

● 地點：4F 雙和藝廊

電話：(02)2926-6888 #3512 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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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長114分
[法]

片長111分
[英]

片長83分
[英]

片長101分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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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亦加強性別教育不遺餘力。讓
性別平等觀念逐漸於教育扎根，並落實於國民生活中。
為了讓社會大眾深入瞭解性別平等教育，特別策劃本次「性

人，均為熱愛書畫的各界人士，是國際間知名的書法推展團體。會

別平等，和諧相處」政府出版品主題書展，展出政府出版品豐

員是推展豐富多元的書法活動的重要骨幹，為回饋會員每年舉行會

富多元，內容包羅萬象，希冀讀者藉由相關主題之優良政府出版品，引發共鳴接納多

員展，使會員間作品能共同切磋觀摩，藉以書藝精進，真誠地歡迎

元，深化整體社會性別平等意識，讓任何不同生理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性別認

愛好書法人士蒞臨參觀與指教是禱。

同的人，都能在性別平等的友善校園中快樂學習，在性別平等的社會中健康成長。

★第一場放映時間13:45開放進場、14:00開始播映。★第二場放映時間16:15開放進場、16:30開始播映。
★詳細入場方式及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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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
更快速獲得活
動訊息 !!

加入 FB 粉絲
團，來跟我
們互動吧!

影片欣賞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檯

衝浪季節2：波浪狂熱

（中文發音、中文字幕）片長84分鐘

● 日期：10/27（六）14：00 開始放映

● 地點：1F 簡報室

企鵝酷弟，椒麻雞和蘭妮妮再度攜手回歸衝浪冒險！衝浪

「許孩子一個希望的未來─淺談幼兒自我保護教育」

● 時間：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 時間：10/28 (日) 10：00－12：00 (09:30 開放入場)

●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教室

● 地點：4F 4045教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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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亭雲（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幼兒保育系 講師）

命似地挑戰巨浪，而是能夠擔起自己拋下的責任，要有團隊合

▽ 小真人圖書 ─
「我不是懶惰，只是力氣不夠」 / 蔡秉澄 小朋友
10/17（三）△ 受傷的天使 / 筠珍 阿姨
▽ 嗨！路易 / 梅德林魔法師
10/24（三）△ 亞斯的國王新衣 / 梅子 阿姨
▽ 查克 笨! / 鳳梨 阿姨
10/31（三）△ 看不見 / 詩婷 阿姨
▽ 我們都是奇蹟男孩 / 繼英 阿姨

【繪本童書園】故事戲劇時間

2018 中山樓活動

「科學‧人文‧生態─輕旅行」聯票發行囉！
本館中山樓、科教館及陽明書屋合作辦理「科學‧人文‧生態─輕旅行」
聯票發行！歡迎至本館1樓「6號流通櫃檯」或中山樓售票處購買，享多重加值
優惠，心動不如馬上行動，售完為止!
● 販售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中山樓、科教館及陽明山園區販賣部
● 聯票價格：每套180元
● 聯票內容：(1) 中山樓：一般參觀門票暨免費導覽。
(2) 科教館：3～6F 常設展入場券。
(3) 陽明書屋：參觀門票。
中山樓票券加值購：
A. DIY研習課程 (原價NT$200元/人) 優惠價NT$150元/人(含剪紙、拓碑及絹印
實用帆布筆袋)，採團體預約制，最少預約人數20人，最多150人。
B. 中山樓故事展AR/VR科技體驗 (原價NT$80元/人) 優惠價NT$60元/人，採團
體預約制，最少預約人數5人，最多25人。
C. 中山樓文創商品，憑票原價85折優惠。

繪本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檯

怕黑
● 日期：10/01～10/31

●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黑夜的燈光微弱、窗外的樹影搖曳，風呼呼地拍打
著窗戶，房間裡除了我的影子，似乎……還有著什麼?!
啊~~~~~~! 好可怕、好可怕呀!
啪噠!燈開了!原來黑夜中的恐怖怪物，是自己的
想像呀。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跟我一樣怕黑的小朋友
呢?別害怕，黑暗也可以很有趣呢!
本月親子資料中心準備一系列一~~~點都不恐怖
的繪本好書，歡迎大小朋友一起到館賞讀，和我們一起
克服怕黑的恐懼喔。

《 我是眼科醫師，我有乾眼症 》
李文浩（臺北康寧醫院眼科主任）
經濟發展致使環境嚴重汙染、來自大氣的霾害、3C產品的的藍
光、更年期女性、三高患者……讓瞼板腺出口油脂堆積，眼睛連帶被
波及乾澀難耐。身為眼科醫師，卻是嚴重的乾眼症患者，本講座邀請
李文浩醫師，現身說法如何面對乾眼症等疾病問題！(引自大塊文化)

閱讀講座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原發性震顫治療的新選擇
電影聽賞活動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片長119分鐘

● 時間：10/27 (六) 14：00－17：00 ● 地點： B1演藝廳

● 日期：10/13（六）11：00－1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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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眾
自由參加（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 時間：10/16 (二) 14：00－16：00 ● 地點：4F 4045教室

在少子化及雙薪、核心家庭遽增的社會環境，孩子是我們未
來棟樑，創造一個無憂、無慮，安全、快樂的環境，是我們最大
希望！近年發生多次兒童相關案件引起廣大爭議，孩子何其無
辜，如何有技巧保護幼兒免受傷害，實為刻不容緩之教育。
本次專題精心挑選由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出版之「幼兒園性侵害防
治教學實用手冊」教師篇、教案篇及資源篇系列套書，學習自我保護……等重要議
題；本館特別邀請本套書總編輯，任職於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幼兒保育系尹亭雲老
師，蒞館分享教學案例，歡迎大家一起來聆聽學習成長！

萬能鑑定士Q : 蒙娜麗莎之瞳

《帕拉帕拉山的妖怪》

與作家有約

● 時間：10/30 (二) 14：00－16：00 ● 地點：4F 4045教室

張維傑（秀傳紀念醫院神經外科主治醫師）
外科手術早期使用肉眼及雙手，後來逐漸進展精密器械，如手術顯
微鏡，內視鏡輔助手術，甚至是機器手臂等。藉由科技進步，外科手術

導賞人：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希望達到微創手術的境界，故本講座邀請張維傑醫師，分享原發性震顫

穿越五百年的密碼，誰能解開《蒙娜麗莎》所出的謎
題？！擁有驚人的觀察力與記憶力的「萬能鑑定士」凜田莉子
在二手店打工，店長發現她只要讀過或看過一次的東西就能全
部記起來，於是鼓勵她開立了間名為「萬能鑑定士Q」的店。
睽違40年的《蒙娜麗莎》將再度訪日，凜田莉子被羅浮宮
亞洲代理人推薦為臨時研究員。莉子順利通過於羅浮宮舉行的
資格考試。藉著《蒙娜麗莎的微笑》這幅畫，莉子進行著嚴格的訓練。然而，
當莉子越瞭解這幅畫作的同時，劇烈的頭痛卻向她襲來，原本她所擁有的鑑定
能力逐漸消失。明白莉子困境的雜誌社記者小笠原，為了調查《蒙娜麗莎》的
謎團而奔走，卻發現了達文西在名畫《蒙娜麗莎》中所藏不為人知的祕密。

的診斷與磁振導引聚焦集束超音波手術，並將目前全世界在這領域最新

※B1演藝廳座位計有500席，放映前30分鐘開放入座，視障者優先入場，
額滿為止。

行動載具雲端悠遊樂

電話：(02)2926-6888 #4211或 #4223 吳小姐

● 對象：凡對課程主題有興趣者，歡迎報名參加 ● 地點：4F 4045教室
● 報名方式：(1) 網路報名：本館網頁活動報名、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或公
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2) 電話報名：報名時間 週一至週五 09:00－17:00。
● 課程時間及主題：
10/23 ( 二 ) 09:15─12:15 平板 / 手機輕鬆學，生活好智慧
10/23 ( 二 ) 14:00─17:00 完美圖片編修～輕鬆學
10/31 ( 三 ) 09:15─12:15 幸福微影片～輕鬆學
10/31 ( 三 ) 14:00─17:00 開心安心玩臉書 ( Facebook )
● 注意事項：
(1) 參加課程前，請先申辦本館借閱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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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究發展做完整詮釋。

「樂ㄌㄜˋ讀」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每一天都是風格的練習
● 時間：10/13 (六) 14：00－16：00 ●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教室

黑兔兔（手作達人）
手作達人黑兔兔用手作實現自己天馬行空創作的夢想，在
生活的每個片刻用力認真地學習，快來一同聆聽黑兔兔的創作
歷程，體驗現場手作魅力。
講座共2小時，前1小時聽黑兔兔分享書籍創作歷程，後1小
時跟著黑兔兔一起手作超萌大頭狗娃娃，並可將成品帶回哦！
● 參加對象及方式：
網路報名/現場候補報名 ( 身心障礙者與陪同者25名，一般民眾10名 )。本活動不
適合6歲以下幼兒參加，7-12孩童需有家長全程陪同協助參加活動，1位家長僅限
陪同1位孩童，入場時無家長陪同者視為自願放棄參加。
● 報名時間及網址：
9月1日起開始報名，額滿為止；一般民眾請自行上網報名 https://goo.gl/jhktHr，身
心障礙讀者請以電話或傳真 (02-2926-3253) 報名。
● 手作材料有限，本講座採事先報名，請於活動前15分鐘入場，逾時即開放候補人
員排隊入場。
※ 注意事項：活動前不另行通知。報名成功者如因故不克參加，請於活動開始前3天告知。除不可抗力
之因素，若未在上述期限內通知取消，將列為本年度活動/講座其他場次報名次序之參考。

講 座

10/03（三）△ 公雞不見了 / 蘋果 阿姨

活動當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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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位
取號者入內觀看，親子優先取票 (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 )。

電話：(02)2926-6888 #2109 劉先生

聽故事時間

前往全世界傳奇衝浪聖地朝聖時，學到了真正的英雄，不是玩
作精神。

政府出版品專題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檯

親子活動

夢幻隊五壯士讓酷弟和他的好友們再次面臨考驗，並讓他們在

故事童樂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