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03（四）

反物質效應

Anti Matter

反物質理論本是愛麗絲夢遊仙境的科幻奇想，然而，博士生安娜發

現自己在蟲洞旅行實驗之後，竟無法建立新記憶。這背後究竟是什

麼人，或什麼東西在搞鬼呢？

片長109分

[英]

01/10（四）

2:22

2:22

狄倫在因緣際會下，與在畫廊工作的美麗女子莎拉相戀，兩人似乎

有種特殊的緣分。但從這一天起，狄倫的夢境中不斷出現紐約火車

站在2點22分發生的槍擊意外，而自己、莎拉及她的前男友似乎也

捲進這起意外中。而狄倫更發現每天總在固定的時間點遇見相同的

人事物，時間掌控著他們的命運，他必須打破原有的規則與模式，

才能拯救自己和愛人的性命！

片長98分

[英] 

01/17（四）

哭喪師

Crying Out Loud

死亡，是人生不可避免的終點。家屬憑弔亡故親人的時刻，有時

需要專業哭喪師的協助，他們又稱為「職業孝子」或是「孝女白

琴」。本片深入亞洲四個國家，紀錄各國特有的哭喪文化，儘管哭

喪的文化一直在改變，哭喪師也日漸減少，但只有一件事不會改變

──有死亡就會有眼淚。

片長96分

[英] 

01/24（四）

明日進行曲

Tomorrow

全片透過生技農業、能源再生，與民主再造等角度，訪談數十位在

各領域傑出的思想家與社運工作者，同時探索與引薦許多新穎的生

活模式。藉由這些動人心弦的故事案例，用正向與積極的態度，來

激勵全世界一同努力，改變現況，打造出更美好的明天。

片長118分

[英] 

01/31（四）

不能說的秘密

Secret

高中生葉湘倫出身單親家庭，並在父親任教的學校就讀。在父親的

耳濡目染下，他熱愛音樂並且琴藝過人。某日，班上來了一位新同

學路小雨，投緣的兩人形影不離，情感也日漸加溫，然而小雨總是

相當神祕，經常彈奏一首未曾問世但優美動聽的曲子。而每當小倫

想多了解小雨一些，她只都推說是秘密。而在一場誤會發生後，小

雨再也沒來上課，思念小雨又一頭霧水的小倫決心要找出這個不能

說的秘密。

片長101分

[國] 

影
片
欣
賞

■播放場次：14：00起  ■地點：B1 視障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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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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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在有情》主題電影院
展 

覽

尊敬的貴賓，您好：

關於您的投資，身為一介顧問，我不敢妄言，只有一個小

小的提議。基於這個品項的類型，您不必節儉，因為它沒有盈

餘，也不會生息。時間和錢不一樣，該怎麼花，我們還可以停

下來好好規劃。

例如，現在就翻翻眼前的書籍，風險很小，隨時可停，只

是看看也可以。這個選擇，我敢保證，您會因為投入感到滿

意，而我也會因您快樂感到歡喜！

給「刻」勤「刻」儉型客戶的建議

這些事情已困擾你很久，煩惱竟成了天羅地網，令人無處可躲。問了自

己好多好多遍：「要等多久、該怎麼做，他們才會不再打擾

我？」

既然環境不能改變，那我們更不該作繭自縛、畫地自限。

可以試著利用這些千絲萬緒作為掩護。畢竟，有時候也要練

習，自己陪伴自己的孤獨。

最後，你會發現，只有需要脫逃，才會覺得某個地方叫做

牢。經過一番摸索，現在應是振翅離開的時候。請讓我為你拍

拍手，對你說聲：「一路順風！」
馳風行旅─館藏舊籍鐵道暨旅行類書展
 時間：即日起～03/10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書展區 

★B1演藝廳座位計有500席，放映前30分鐘開放入場，身心障礙者優先入座，額滿為止★

藝趣橫生─永平高中師生主題創作展
 日期：01/03～01/16        地點：4F 雙和藝廊 

永平高中美術班自民國84年創立以來，持續不斷地培養愛好

藝術的學生，讓他們在高中三年中，學習用藝術創作探索自我、

表達自我、追尋創作的可能性；三年後進入大學，往自己的志向

持續精進。每年我們都會齊聚一堂，展示豐富多彩的作品。對學

生而言，或許只是他們求學階段的嘗試或練習；對老師而言，或

許僅是平凡日子中的累積，但無論是水彩、油畫、插畫、水墨、

書法等，每件作品都讓人看到不一樣的風貌、傳遞著不一樣的想法。在每一張畫作

裡，看到時間的積累，看到想法與創意的萌發、雙手與媒材的磨合，展現出永平師生

強大的創作能量。

藝遊若嵐
 日期：01/19～01/31        地點：4F 雙和藝廊 

生命中走過的高山峻嶺、湖泊草原，四季幻化多變的自然景

觀，總讓我感動莫名駐足靜觀。學習繪畫得到藝術的薰陶啟迪，

把生命的激情感動，恣意揮灑在創作中，從構圖的組成到色彩的

配置，都需經嚴密的美學思考，不論是勾勒塗抹、厚塗薄刷，時

而繽紛奔放、時而灰暗冷峻，主要展現對自然界韻律靜諡的崇拜

景仰。盡興暢遊藝林，猶如置身煙嵐山風，觀看雲嵐變滅消長，

感悟生命的美好清新，期盼分享共賞。

 日期：01/02～01/27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秘事逃脫
 日期：01/02～01/27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明天，我要和昨天的妳約會  My tomorrow,Your yesterday
■播放場次：01/27 (日) 一場 /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大學生南山高壽某日邂逅了一個叫福壽愛美的女孩，並對她一見鍾情。當他鼓起勇

氣問她能否再度相見時，對方竟突然落淚。高壽不明白愛美為何而哭，但兩人隔天

又再度相會，並在好友的協助之下，隨即展開交往。

兩人的戀情讓所有人欽羨，不過隨著時間流逝，高壽卻意外發現愛美擁有一個超乎

他想像的重大秘密。原來，兩人的相遇，竟是命運交錯之下的必然。愛美究竟為何

流淚？而高壽又該如何與她真愛相守呢？

★電話：(02)2926-6888 #3519 呂小姐★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加入 FB 粉絲
團，來跟我
們互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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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更
快速獲得活動訊
息 !!

雙和藝廊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519 呂小姐

青少年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519 呂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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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交通網絡的整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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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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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藉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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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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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海穹文化其年輕、科幻、腳踏實地追逐

夢想及堅持原創之精神，啟發你的創造力與想像

力，帶領你透過文字與打造遊戲，建構屬於自己

的異想世界，一步步將幻想實現！歡迎13~18歲

的青少年踴躍報名參加！

2019「寫我們的幻想」文學營─熱烈招生中！
 時間：01/22～01/24        地點：4F 4045教室

冬令營活動                                電話：(02)2926-6888 #5401 王小姐

片長111分鐘 [日] 

 活動主題：分別以「尖端科技如何成為故事」、「國臺圖館藏小說化」、「國臺

圖館藏遊戲化」為主題，各進行一天教學。

 師資陣容：賴乃 (蔡坤霖) Ｘ 江松樺 X 伍薰 X aaaaa (陳敬業) X 奇魯

 報名方式：即日起於本館網頁報名，審核後通知

                  繳費，額滿為止。

109年1-6月雙和藝廊展覽檔期開始申請囉！
 申請時間：即日起～3/31      

 申請方式：請填妥雙和藝廊展覽申請表（請至本館入口網 / 活動

訊息 / 展覽頁面下載），備齊相關申請文件，mail至cls@mail.ntl.

edu.tw 或寄至本館企劃推廣組收，信封上並註明「申請109年上

半年度雙和藝廊檔期」。詳細資料請上本館網站查詢。 

臺圖文創                                    電話：(02)2926-6888 #5412 周小姐

十二生肖作為歷史悠久的民俗文化，在臺灣社會中，留下了許多相對應的圖像、

生活習慣及故事。十二生肖系列杯，即自本館珍貴的館藏中，特別精選鼠、牛、虎、

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之圖像，進行加值設計與應用，每款圖像均考

量其背後的特殊歷史文化意涵與其設計性而有不同的表現方式，值得珍藏。即日起於

本館一樓6號流通櫃台及網路商店販售，歡迎洽詢。

十二生肖系列杯



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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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座

 1/02（三）△ 踢踢踢踢天寶 / 筠珍 阿姨             

                   ▽ 哪裡來的眼淚魚 / 鳳梨 阿姨

 1/09（三）△ 聽說小豬變地瓜了 / 梅子 阿姨        

                   ▽ 貝蒂貝蒂不想去睡覺 / 楚萍 阿姨

 1/16（三）△ 鹹蘋果的滋味 / 麗貞 阿姨           

                   ▽ 讀書給狗兒波妮聽 / 淑慧 阿姨

 1/23（三）△ 11隻貓和豬先生 / 櫻桃 阿姨         

                   ▽ 青龍幫幫忙 / 蘋果 阿姨

 1/30（三）△ 布麗姬的秘密 / 慧民 阿姨               

                   ▽ 一直打嗝的斑馬 / 繼英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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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勝堅 醫師（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總院 院長）

由不得人作主的高齡社會，伴隨年齡增長，人老後的多重慢

性病與功能障礙，不僅是家庭成員的責任負擔，也是國家社會的

重要民生議題。

少子化讓家戶規模與結構改變，使得家庭照顧能力越見薄

弱，能夠照顧自家人的人力已大不如前，在家庭照顧功能漸趨式微下，亟需國家的支

持機制介入。

本場講座邀請本書作者同時是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總院院長，分享長照的推行，是

為了在高齡社會後，老人家能在他熟悉的地方、社區，安心的老化，從而提供支持家

庭、社區、到住宿式照顧機構的多元「連續服務」。期盼藉由這本書的分享，提醒大

家檢視一下自己的個人健康管理！

奇蹟男孩 片長114分鐘

導賞人：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他是奧吉，一個遺傳罕見基因，天生臉部有殘缺的男孩。
一出生，醫生就斷定他活不過三個月，但奧吉卻憑著旺盛的
生命力活了下來，經過大大小小的面部整容手術，他逐漸朝「正常人」的路走
去，但五官仍然非常扭曲，像有人用大鉗子把他的臉從中間壓扁。小時候，他
不論走到哪都戴著一頂太空人頭盔，因為唯有躲在頭盔之下，才不會引來別人
異樣的眼光。10歲這一年，奧吉第一次踏進學校，進入了醜的、胖的、和別人
稍有不同就會被霸凌的殘酷青春期。就在他即將融入新學校之際，一場萬聖節
的惡作劇把奧吉的自信打到谷底。惡作劇背後的真相究竟是什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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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哆啦A夢─大雄的南極冰天雪地大冒險 片長104分鐘

 日期：01/12（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大雄一群人受不了盛夏的酷熱，於是前往漂浮在南太平

洋的巨大冰山。他們在那裏用秘密道具「冰雕工藝組」打算

製造遊樂園，卻發現一個被冰封住的金手環!為了尋找金手

環的主人，經過一番調查，哆啦A夢他們發現這個金環應該

是在10萬年前的南極被冰所掩埋的。

可是10萬年前的南極理論上根本沒有人住呀!於是，哆

啦A夢一行人便利用「時光腰帶」前往10萬年前的南極一探

究竟，卻發現沉睡在冰山之中的神祕巨大都市遺跡，更遇到

為了拯救自己被凍結的星球，而在宇宙間找尋金手環之謎的

少女卡菈與希亞克伊博士。隨著手環的真相逐漸明朗，哆啦A夢他們也將面臨地球凍

結的危機！

《老鼠娶新娘》(小兵出版) 
 日期：0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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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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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繪本大賞
 日期：01/02～02/27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 2F

來自德國的格林童話是陪伴許多孩子成長的床邊

故事，系列中的《灰姑娘》、《白雪公主》、《小紅

帽》、《美女與野獸》、《青蛙王子》...等，更是耳

熟能詳的經典童話故事。108年1~2月親子資料中心搭

配臺北國際書展以「德國」等歐陸各國繪本作品為主

題，挑選一系列好書，歡迎親子一起到館共賞。

● 時間：01/26 (六) 14：00－17：00   ● 地點：1F 簡報室

《 長照 》希望你用不到，但您一定要知道的
 時間：01/19 (六) 10：00－12：00   

 地點：B1 演藝廳

終身學習研習班招生中
新課程!

『油畫』週四 (14:00-16:00)  王毓麒老師 授課

『插畫輕水彩』週四 (14:00-16:00)  郭瑞豐老師 授課

『行腳讀冊：探索世界』週四 (19:00-21:00)  王卉文老師 授課

「水彩」週五 (10:00-12:00)  林維新老師 授課

 報名方式：

1.第一階段網路報名︰108年1月2日(三) 10時起至6日(日)24時止。

2.第二階段現場報名︰108年1月15日(二)起至31日(四)止，周二至周五9時至12

時，13時至17時 (例假日不受理)。

 簡章索取:：本館1樓服務台、本館網站、活動訊息 / 研習班查詢。

 招生洽詢：企劃推廣組 (02)2926-6888 分機 5405 余小姐

【繪本童書園】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故事戲劇時間

影片欣賞 1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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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好書交換活動簡章(冬季)        電話：(02)2926-6888 #2108 王小姐 與作家有約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蔡龍保（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 教授兼教務長）

邁向現代化是日治時期臺灣歷史發展的重要特徵之一，日本

殖產興業的現代化經驗如何運用在殖民地臺灣，實在是非常值得

探討的一個問題。鐵路被稱為「文明的先驅」，是世界各國現代

化設施中極為重要的一環，殖民地臺灣的鐵路發展呈現出什麼特

色呢？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日治時期臺灣鐵路與地區的發展、資

源的開發、產業的興起、人口的流動、文化的傳播、市場的重編等，有密切的關係；

甚至，亦促進臺灣人認同觀念的形成。然而，與此並存的是，臺鐵體質不良所帶來的

「侷限性」，殖民母國需求導向下的「殖民性」，以及此一邁向進步過程中的「臺灣

人的角色」，也必須被重視，才能對日治時期的臺灣鐵路發展有全面的理解，並給予

較為客觀的評價。

日治時期臺灣的鐵路建設及其營運
 時間：01/19 (六) 09：30－12：20    地點：1F 簡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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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供交換之圖書請符合下列條件：
1. 年代範圍：
◎ 一般圖書：民國90年(2001年)以後出版者
◎ 電腦、法律、旅遊圖書：民國103年(2014年)以後出版者
2. 有版權註記且未違反著作權之圖書。
3. 圖書封面及內頁清潔完好，無破損、污損或塗鴉情形者。

二、不受理範圍
教科書、升學參考書、各類宣傳品(含各機關簡介、宣傳性出版品)、佛堂經書、
小冊子、舊書商或出租書店汰舊書籍、各機關學校藏書或報銷資料、雜誌、視聽
資料及本館認定不宜者，均不列入受理範圍。

三、收書方式
1.請將符合受理範圍之圖書於收書時間送至收書地點（恕不受理郵寄），1本圖

書可納計1點，由本館核計後發給「好書計點卡」，每人依計點卡點數換書。
2.民眾提供交換之圖書資料，由本館統籌處理。

 收書時間：01/15 (二) ─ 01/25 (五)  14:00-19:00 ( 逢週一休館 )      

 收書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3樓服務臺 (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85號 )

 換書時間：01/26 (六) 15:00-17:00      換書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 B1 樂學室

 收書原則：

 換書方式：

一、換書活動當日憑「好書計點卡」入場換書。「好書計點卡」限本次活動當日換書
用，請自行妥慎保管，以憑換書，如有遺失恕不補發。

二、換書活動當日新辦本館借書證之讀者(辦證櫃臺另發給好書交換活動入場號碼
牌)，16:00起可憑號碼牌入場選取現場好書2冊，送完為止。

三、換書活動當日於本館自助借書機借書之讀者，16:00起可憑借書收據入場選取現
場好書2冊，送完為止。

 換好書，抽好康：

一、換書現場備有好康禮，當日 15:40 前完成換書並繳回計點卡之前 50 名民眾，即
可現場參加摸彩(每人僅限參加一次)，可獲得好書或禮品一份。

二、所有獎項，限於換書時間內兌領，逾期視同放棄。
＊ 換書活動現場，另提供過期期刊販售 ＊ 

＊ 為響應環保，換書當日，請民眾自備書袋裝書 ＊

歡迎加入學習行列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電影聽賞活動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坐火車鬥陣來
 時間：01/02～03/01    地點：5F 參考室書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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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