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入 FB 粉絲
團，來跟我
們互動吧!

11/01（四）

我的意外閨蜜

Fortune favors the 
brave

越南女孩小琳，小小年紀，卻被迫一肩挑起養家的責任，照顧自己

和妹妹。她學得許多德國人的美德：勤勞、有條理、守時，也知道

一定要取得學歷，才真的有機會在德國過上好生活，所以絕對不能

讓越南社區以外的人知道媽媽還在越南，家裡只有她和妹妹。但學

校老師、頑皮的妹妹、還有難纏的兒少福利處，到處都是威脅，謊

言隨時可能會被拆穿……

片長94分

[越]

11/08（四）

戲曲小子

Wayang boy

戲曲小子是一部家庭喜劇，講述新加坡人與湧入新加坡的大批外

國移民之間的關係。捲入其中的是一個印度小孩Raja。對新加坡不

熟悉的Raja被新加坡籍的繼母帶到新加坡。在上學的第一天，Raja

就被同學Xavier欺負，並且被稱為「外來人才」。兩人因此打起架

來，把女同學詩涵也一起拉下水。為了懲罰他們，校長使出最後一

招……

片長105分

[中] 

11/15（四）

不即不離

Absent without leave

導演廖克發從小與父親疏離，從馬來西亞來到臺灣學電影後，帶著

攝影機回到家鄉追尋答案。他從生命中缺席的父親，一路追溯到在

家族中被視為禁忌話題的祖父，卻發現個人家族歷史的背後，隱藏

的竟是馬來西亞一整個世代不願面對的過去，以及一群曾經付出熱

血，卻彷彿消失於世間的人們。廖克發的祖父當年加入馬來亞共產

黨，年僅29歲就英年早逝。祖母從此絕口不提丈夫，家中連一張祖

父的照片都沒有，僅存一張畫像。是怎樣的信念，讓祖父毅然決然

拋家棄子甚至犧牲生命? (本片為紀錄片)

片長90分

[中] 

11/22（四）

初戀那件小事

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d

小嵐，是個唸國一的平凡女孩，課業平平、外貌也不出眾的她，卻

喜歡上了痞痞的校園風雲人物小莫(瑪利歐‧毛瑞爾飾)。只敢偷偷

躲在角落看他的小嵐，為了吸引小莫多看自己一眼，做了很多傻

事，不管是晚會中扮醜、申請加入舞蹈社，或是練習儀隊表演……

這些努力讓小嵐在國三時變身成為眾男孩想追求的可愛女孩，但希

望小莫能看自己一眼的小嵐，能夢想成真嗎？

片長118分

[泰] 

11/29（四）

拔一條河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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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這裡也住著一群長期不受臺灣社會重視的新移民

媽媽們…… (本片為紀錄片)

片長104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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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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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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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顏之影》主題電影院展 

覽

去年11月，我們介紹了來自巴士海峽彼岸的南朋友給你，

今年11月，換你去拜訪南朋友囉！

你或許聽說許多關於南朋友的軼事，

或關於他們家鄉的大小事，

但是你親自看過過南朋友的家嗎？

不如跟我一起這樣做：閉上眼睛，隨手挑一本指南，

然後就照著指南，一起飛到海峽南方的異國，

體驗關於南朋友的一切。

我們一起在南方的南國，自助旅行！

「南南自旅」

隔壁棚的說，自己踏上南方吧？萬一擰乾口袋，掐緊行程，

都擠不出時間與金錢呢？那就來打開這扇任意門吧！

打開任意門，動動想像力，你就可以吃到美味的泰越料理，

看見瑰麗的風土，體驗異國的民情。

更重要的是，不‧用‧半‧毛‧錢！

喜歡自己玩的朋友，可以去看隔壁棚，

還在觀望的朋友，可以來這裡打開這扇門，

通過想像力飛往南國！

「本次展出圖書包含一般圖書及政府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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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瓦城 The road to Mandalay            片長108分鐘 [泰] 

■播放場次：11/25 (日) 一場 /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述蓮青偷渡到泰國打工認識阿國，兩人相濡以沫、日久生情，男孩想要與女孩回家鄉長

相廝守、女孩卻有夢想要去臺灣，彼此相愛但夢想和價值觀卻分歧，漸漸走向令人心碎

的淒美愛情。

● 日期：10/30～12/02       ●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通往南國的任意門」
● 日期：10/30～12/02       ●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雙和藝廊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512 賴先生

青少年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512 賴先生

★電話：(02)2926-6888 #3512 賴先生★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訂閱電子報，
更快速獲得活
動訊息 !!

19世紀末，清朝官方在臺灣鋪設基隆─新竹間鐵道，揭開臺灣鐵道事業之序幕。

1895年日本治臺以後，臺灣總督府規劃從基隆到高雄的南北縱貫鐵道事業。1908年縱

貫鐵道全線通車，其後，海線、宜蘭線、臺東線及其他支線陸續完工，再加上糖業鐵

道、林業鐵道、礦業鐵道等產業鐵道，以及私營鐵道和道路，構築起臺灣的交通網絡系

統。

交通整備之後，配合近代星期制與祝祭日的實施，民眾逐漸提高休閒旅遊的興趣，

各地旅館業興起，各式觀光手冊、案內、紀念戳印及鳥瞰圖等陸續問世。

2018年為臺灣縱貫鐵道開通110週年，百餘年來，鐵道帶給民眾「馳風」之感，也

帶動「行旅」的風氣，對你我生活影響甚大。本館藉由本次書展，與讀者一同回顧超過

一世紀的臺灣鐵道發展及旅遊風貌。

馳風行旅─館藏舊籍鐵道暨旅行類書展

● 時間：107/10/30～108/03/10      ●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書展區

戊戌會員書法聯展

● 日期：10/24～11/04       ● 地點：4F 雙和藝廊 

中華民國書學會創於1976年，簡稱中華書學會。主要以推

廣書法為任務，積極辦理學術、教學研究及推廣交流活動，成

員近千餘人，均為熱愛書畫的各界人士，是國際間知名的書法

推展團體。會員是推展豐富多元的書法活動的重要推手，為回

饋會員每年舉行會員展，使會員間作品能共同切磋觀摩，藉以

精進書藝，真誠地歡迎愛好書法人士蒞臨參觀與指教。

本次特展將展示本館圖書醫院每位修復人

員巧手修護的地圖及圖書，展覽內容涵蓋七大

主題，分別為：展覽概述、西式書修復、中式

書修復、地圖修復、修復材料大觀、書籍裝幀

材料及手工修護實際體驗區，現場展示已經修

復的圖書及修復材料，並且推廣圖書維護保存

觀念。

● 時間：11/01～12/30      ● 地點：5F 特展室

歲修圖．書有巧手─館藏修復特展

林德平‧黃琬倩‧陳立 油畫創作聯展

● 日期：11/07～11/18       ● 地點：4F 雙和藝廊 

每個值得停下腳步的日常，也許是感動，是靈感，是幸

福。我們認真感受著，捕捉著身旁的點滴；每一幀方框裡的小

世界，來自細膩的觀察，用心的體認，與持續的自我探索，試

圖把那些純粹美好的吉光片羽：藉由畫筆，顏料，與堆疊，將

客觀的人事物，以主觀的色彩筆法詮釋，轉化成與大家分享的

精采故事。

畫語

● 日期：11/21～12/02       ● 地點：4F 雙和藝廊 

本次畫展主要以平日生活中常見的人事物為創作題材，用

傳統及現代的水墨技法融合使用，表現出不同以往水墨畫給人

的刻板印象，並將作者想表達的意念透過文字與畫做一個完整

結合，在欣賞畫作的同時也可見書法之美。

「福壽康寧」全國篆刻比賽徵件

● 報名資格：從事或熱愛篆刻藝術創作之國內人士。      

● 篆刻主題：指定篆刻印文為與「福壽康寧」相關之文

字，朱、文不限，印石尺寸印面限7分～1寸3分(最長

邊上限4公分)，作品附加邊款。

● 報名日期及方式：填寫篆刻比賽徵件報名表，並將印

拓與邊款剪下黏貼於「報名表」內。於12月28日前掛

號寄至「陽明山中山樓管理所」(臺北市北投區陽明路

二段15號)，信封上請註明「參加福壽康寧全國篆刻比

賽徵件」，以郵戳為憑，逾時不受理。

● 獎勵辦法：優選3名，每名頒發獎狀及獎金10,000元。

                   佳作6名，每名頒發獎狀及獎金4,000元。

                   入選若干名，頒發獎狀乙張及獎品一份。

詳細資訊請上本館網頁 https://www.ntl.edu.tw 最新消息（簡章及報名表下載處）

中山樓活動                                               電話：(02)-28616121 黃小姐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圖書館 /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篆刻學會 / 贊助單位：

Google、福壽康寧之齋─季康家族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電話：(02)2926-6888 #5412 周小姐

臺灣圖書醫院特展                      電話：(02)2926-6888 #4217 徐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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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
子
活
動

講 

座

 11/07（三）△我的新奶奶 / 麗貞 阿姨           

                    ▽ 動物園刷牙日 / 蘋果 阿姨

 11/14（三）△ 海馬爸爸找寶寶 / 櫻桃 阿姨           

                    ▽ 鴨子的假期 / 鳳梨 阿姨

 11/21（三）△ 好朋友：愛，從我開始 / 筠珍 阿姨       

                    ▽ 鱷魚艾倫又大又可怕的牙齒 / 梅德林魔法師

 11/28（三）△ 猜猜我在比什麼 / 梅子 阿姨               

                    ▽ 這個故事沒有龍 / 繼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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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洋奇緣                  （中文發音、中文字幕）片長107分鐘

● 日期：11/03（六）13：30－16：30       ● 地點：1F 簡報室

● 影片導賞講師：蘋果老師 (曾婉妤小姐)

莫娜是位一心嚮往大海的酋長之女，原本跟族人在島嶼上

安居樂業，直到有一天，漁獲量漸漸短少，農作物也減少產

值，樹木慢慢枯死。莫娜認為唯一生路就是向外拓展，但父親

卻認為大海凶險嚴格禁止出航。 然而莫娜的祖母卻指引她另

一方向，傳說中半神人毛伊從女神那邊偷走了具有神秘力量的

海洋之心，才使得黑暗力量蔓延，生態平衡受到破壞。祖母告

訴莫娜她是大海選中之人，使命就是要找到半神人毛伊，請他

歸還海洋之心，讓一切恢復原狀。懷抱著對族人的責任與對大

海的熱愛，莫娜無畏地踏上一段不凡的旅程！

《超神奇雨傘鋪》  

● 日期：11/04（日）11：00－12：00     ● 地點：B1 樂學室

● 故事帶領者：本館第三組閱讀志工─蟋蟀家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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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故事時間

● 時間：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教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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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平等
● 日期：11/01～11/30     ●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本月親子資料中心以「性別平等」為書展主題，挑選

一系列繪本好書，除了讓孩子學習如何尊重不同的性別，

也同時更加認識自己。

歡迎親子一起到圖書館來欣賞閱讀喔。

世界宗教博物館─影片導賞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繪本童書園】故事戲劇時間

故事童樂會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繪本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呂游銘（圖畫書創作者） 游珮芸（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所長）

愛貓成痴的知名畫家呂游銘，在臺灣長期以兒童圖畫書的

創作為人所熟知。除兒童繪本，讓他在國際間更享有盛名的，

是他的貓畫。他認為，從貓的身上，重新找到了我們「文明人

類」在成長過程中逐漸消失殆盡、純真可貴的赤子之心。而貓

與女人的畫作，正是表現這樣單純卻又深刻的情感。以超現實

又充滿想像，色彩斑斕、風格奔放的畫風，深受歐、美、日等

收藏家的喜愛。

《我，愛貓》，是呂游銘多年來創作的貓畫，貓與女人主題畫作中的精華選粹，並邀

請知名兒童文學作家、臺東兒文所所長游珮芸教授，為每幅畫創作專屬的貓情歌。華麗奇

幻、深情純真，是最深情的戀貓絮語，更是值得細細品味的精采好書。

 《 貓畫貓話 》
● 時間：11/16 (五) 14：00－16：00   ● 地點：4F 4045教室

與作家有約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臺灣電影的那時此刻

臺灣學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4221 陳先生

李福鐘（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副教授）

電影傳入臺灣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雖曾出現若

干電影製作的專業人才，然而臺灣並未培養自己的電影產業。

1949年隨著中央政府遷臺，部分軍方影片攝製單位來到臺灣，

另在執政之國民黨中央全力支援下，由外來之大陸人士為骨

幹，組成了臺灣最初的專業拍片團隊，在1950年至1955年間

拍了不少旨在為政府政策宣傳的黑白電影。

臺灣福佬族群以商業考量自發拍片的風潮，始於1955年至

1956年之交，臺灣第一部成功的商業電影《薛平貴與王寶釧》

由此誕生。本次講座將帶領聽眾回到臺灣電影誕生的六十多年前，回顧半個世紀的臺

灣電影，如何一路走來，靠著模仿與學習，在全球影壇中站穩自己的陣腳。

● 時間：11/10 (六) 09：30－12：20 (09：00 開放入場)   

● 地點：4F 4045教室

以圖像語言呼喚世界 

閱讀講座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郝明義（大塊文化 董事長）

圖像繪本，不應被限於只屬於幼兒和兒童階段的階段性輔

助工具；圖像語言，面對這個網路與影像的時代，每個人都需

要終身學習的教養和能力。

本場演講邀請大塊文化董事長分享「以圖像語言呼喚世

界」，每個人都應該欣賞圖像語言之美，並透過圖像語言看到與世界溝通的另一扇門戶。

● 時間：11/17 (六) 10：00－12：00   ● 地點：B1 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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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中山樓活動

「科學‧人文‧生態─輕旅行」聯票發行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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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讀電影

臺灣學系列講座館藏延伸閱讀書展    電話：(02)2926-6888 #4221 陳先生

日本佛教真宗少年教會在西元1898年，於臺北北門舉辦「少年教育映畫幻燈

會」，這是臺灣歷史上第一次放映電影，至今屆滿120週年。然而，本土的商業電

影，特別是福佬族群基於商業考量所拍攝的電影《薛平貴與王寶釧》，卻至1955至

1956年之交方才誕生。電影，不只是藝術、不只是一種表演形式，電影同時也是一

項產業、一種工業、一股思想潮流，也是一種文化氛圍。

近年來相關的研究，隨著臺灣電影的發光發熱，也逐漸從

電影的劇本、內容、導演、演員、相關設備、文化及社會背

景、電影史的研究，逐漸擴及電影工業的建立、主體性、記憶

與認同的塑造、殖民現代性及其治理性等多重面向。欣賞完9

至10月「國臺圖百年臺灣電影特展：重現臺灣電影風華」所播

放的臺灣影片後，不妨再回到圖書館來看看這些豐富、多樣的

研究成果吧。

● 時間：11/01～12/31     ● 地點：5F 參考室入口書展區

電影聽賞活動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裁縫師的美麗人生                                片長105分鐘 

導賞人：周彥彤（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

改編自好評不斷暢銷漫畫，由演技派女星中谷美紀、黑

木華主演！

本片講述了繼承祖母裁縫店「南洋裁店」的第2代店主市

江，憑藉運用縫紉機製作精緻西服的技巧，在成衣界遠近馳

名。但市江始終不接受大量批發訂單，反而專注為老顧客量

身手工訂製，傾力打造可滿足各式場合需求的高質感服飾，

然而服務與品質至上的堅持，卻讓她在競爭激烈的百貨成衣

市場中，隨著時代的演進而備感艱辛……。

● 時間：11/24 (六) 14：00－17：00   ● 地點： 1F 簡報室

※1F簡報室座位計有75席，放映前30分鐘開放入座，視障者優先入場，額
滿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