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雙和藝廊

主題書展

再會吧!青春小鳥 くちびるに歌を

帝國之眼─館藏舊籍警務類書展

歷遊記─自然水墨黃振庭創作展

OpenBook 閱讀誌─2017年度好書展

■ 播放場次：02/25(日) 一場/14：00 起

● 日期：01/16～10/28

●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書展區

● 日期：01/31～02/11

後，臺灣總督府引進警察制度，並建立警察培訓機制。二次大戰以前，臺灣的警察依

美，才是生活調劑品，譜出生命之歌，面對自然的「真」與「實」，其實就是美與力

其功能，大致分為保安警察、司法警察、衛生警察、經濟警察、理蕃警察、航空警察

的呈現，此乃相輔相成，大自然的鳥與花、山與水都是互相搭配成為美麗景色。

務、經濟控制與原住民統治等業務外，亦配合保
甲、壯丁團等組織推動一般行政事務，並在各地
廣設派出所、駐在所。警察與民眾生活密切接

「歷遊記」此次展覽，主要是以360度景色長卷為主題。作者長期在校園工作，
仔細觀賞校園中的一花一木，但沒有感覺是無法看清事實，透過多讀書、多遊歷，多

他們以書籍為核心，致力為各式好書撰寫客觀、深度兼具的書
評。OpneBook於2017年廣邀各界作家、學者，為2017年的臺灣
中文與翻譯著作評選，最終選出46本年度好書。
OpenBook的年度好書裡頭有中文創作、外國翻譯小說、

經歷，從做中學、學中做的實地觀察，方能得其中之真諦，並藉由大自然內涵啟發情

生活資訊書以及青少年與兒童書。我們一起來看看，他們的好

意轉化與心靈提升歷程。

書。那，你有沒有專屬於自己的好書呢?

賽。原本的指導老師松山晴子因為生產在即，於是拜託以前的同學柏木老師代課一年
……柏木老師指定團員們寫一封信給15年後的自己。面對未來，面對多愁善感的十五

中和新蘆線永安市場站下車

歲， 悄悄在不欲人知的信件中，流露了隱藏在懵懂心底的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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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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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電影院 《二月春風似剪刀》
■ 播放場次：14：00起 16：30起

置期成同盟會」，遭總督府以違反「治安警察

■ 地點：1F 簡報室

總被班上同學戲稱為小妞的青澀男孩麥考柏，與名字老被

Microbe and
Gasoline

1923年，蔣渭水等人因申設「臺灣議會設

■ 地點：B1 演藝廳

一群長崎列島合唱團的學生，即將自初中畢業；她們懷抱著一個夢想：進入NHK全國大

02/01（四）
青春冒險王

觸，是展現國家公權力的第一線角色。

[日]

人聯想成汽油的轉學生瓦斯林，老被排擠的哥倆好為自己
的苦悶找到出口，突發奇想一場瘋狂冒險。隨著暑假來

片長103分

臨，兩個小鬼頭一點都不想和家人共度無聊的夏天。一臺

[法]

割草機引擎與幾片木板，他們以「土法煉鋼」的創意打造
自己專屬的「動力房車」，踏上橫跨廣大法國城鎮的公路
旅行。

法」逮捕，史稱「治警事件」。今年逢「治警事

心地善良且富於幻想的12歲少女露，從小和天真爛漫的媽

件」95周年，本館特別策劃本次警務類書展，

媽相依為命。在她繽紛的生活中有兩項重要任務：一是每

除了在此關鍵時刻回顧「治警事件」之外，也期

02/08（四）
天偷偷觀察對面男孩的一舉一動、記錄他的生活點滴；二
露的青春成長日記 是幫她宅到無可救藥的媽媽找到人生新目標。一天，當一

待藉由本次書展，與讀者共同認識戰前臺灣警務

Lou! journal infime

發展的脈絡。

片長103分
[法]

位瀟灑不羈的音樂家搬進了她們的公寓大樓，不僅驚動了
這對母女單純平靜的生活，也讓露漸漸走出幻想的泡泡、
踏入更遼闊精采的世界。

中山樓展覽

鶴飛藝起─凡藝師生2018美展

「穿越五十 中山樓故事展」AR / VR 展
● 日期：106/12/08 起

● 地點：陽明山中山樓

● 日期：02/24～03/07

● 地點：4F 雙和藝廊

凡藝美術特別重視「藝術精神性」，由

一支謎樣的性愛影片，讓飽受威脅的被害者變成施暴者?

臺灣出版社特展

一起銀行搶案看似完美，夥伴間卻因猜忌燃起金錢殺機；
少年仔就要當兵去，他的人生到底能有什麼恨?少女幫派

歡迎光臨出版小鎮
● 日期：02/06～03/11

●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穿越五十 中山樓故事展」以擴增實

首創精神圖像「當代鶴」的游翎芸創辦，

境(Augmented Reality)、虛擬實境（Virtual

推廣「靈性美學」，追求當代藝術「心生

Reality）、多媒體互動科技整合，重新建構、

活」，致力成就「不凡之藝」，以落實各式

詮釋陽明山中山樓。以新媒體與前瞻性技術的

況味交流、探索，和「創造無限可能」為目

踏入「出版小鎮」，你會看見琳瑯滿目的臺灣出版社的「招牌」。上頭寫著每

應用，建置數位化展覽平臺；以影像、聲音與

標的藝能團體。凡藝秉持「敬天愛人、教學

家出版社的特色，還有他們最想推薦給各位的精選好書書單。不論是小說、科學、

文字的導讀、展示，經由多感官的體驗，帶給

相長」理念，尊重不同構思及情感，主張多

食譜、地圖、哲學、歷史、傳

參觀者沉浸性、互動性的全新感受。

元學習、鼓勵試行，協助每個所屬生命力的

記、童書、繪本，只要你想得

「唯一」都能呈現。學員橫跨幼兒至成人，

到的書，臺灣的出版社，都能

皆習得該能力範疇，故期許透過「鶴飛」藝

滿足你的需求。

「穿越五十 中山樓故事展」，期待為參觀
者留下深刻的記憶，使中山樓之美留佇心中。

02/22（四）
騷動青春

首領與新人依幫規展開決鬥，曖昧的同性情愫與殺意在青

片長125分

春校園內噴發；青春風暴可能始於微小沙塵，騷動追根究

[韓]

레디액션청춘

底在於人性脆弱。全片由4位南韓新秀導演聯合執導，由

嘿！你還記得，我們一起爬過的「臺灣百閱」嗎? 如果你想休息，那麼，就一起

Super Junior 李東海、FT Island 宋承炫以及 4minute 南智
賢領銜及韓國大鐘獎最佳新人徐恩雅主演。少男少女青春

來「出版小鎮」坐坐吧。

志與每種「有意味形式」的「藝起」，藉由

還在苦惱，到底怎麼樣才

展覽和大眾對話，豐富心靈饗宴，並就教專

能找到自己喜歡的書嗎? 不妨來

家先進，惕勵成長，使藝事更臻美好。

出版小鎮一坐，挑一家你喜歡
的出版社，慢慢精挑細選吧！

血淚，揮灑出人性最原始天真的黑暗情懷。

：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陪伴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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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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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欣賞

「自然」就像希臘哲學家所說，是以人為主宰一切。大自然的景色及人的真善

●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OpenBook閱讀誌」是致力推廣閱讀的專業書評網站，

展 覽

在您心裡，警察是什麼形象？是人民保母？還是國家公權力的象徵？日本領臺以

及特別高等警察等類型，除了執行法務、衛生事

● 日期：02/06～03/11

● 地點：4F 雙和藝廊

片長131分鐘

影片欣賞 1

多莉去哪兒

片長103分鐘

● 日期：02/10（六）14：00開始放映

● 地點：1F 簡報室

健忘的藍魚多莉是本片的主角，故事設定發生在

的她突然受到記憶的衝擊，想起自己小時候，並有一些
關於父母的片段記憶浮上腦海，於是多莉想要去尋找自
己的家人！她在小丑魚父子馬林與尼莫的陪伴下，展開
一場遠赴加州海岸的冒險之旅。最後她千辛萬苦的來到
了加州的海洋生物博物館，並認識了許多新朋友，在他

《中外繪本大對決》

看得見的聲音

● 時間：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 時間：01/02～02/27 ● 地點：5F 參考室入口書展區

● 時間：02/03 (六) 10：00－12：00

●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教室    

臺灣自清代以來，雖然已經記錄與出版不少漢人或
原住民的歌謠、唸歌、歌仔、唱曲、戲曲等口傳聲音與
音樂資料；然而，大規模的調查、採集與保存這些聲
音資料，同時將其文字化，主要還是在日本治臺時期。
無論殖民統治者的目的是什麼，平埔和高山族的歌謠、
歌舞與音樂，福佬與客家的民歌、山歌、說唱音樂、戲
曲、祭祀音樂，乃至於日治時期以來的西式音樂、音樂教育、流行音樂、音樂家，以
及各種聲音資料的採集和研究，都讓這些聲音，不只能被聽得見，同時也能看得到。

● 地點：B1 演藝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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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三）△ 沒關係、沒關係 / 慧民 阿姨
▽ 好大一個噴嚏 / 蘋果 阿姨
2/14（三）△ 跟飯糰一起插秧 / 詩婷 阿姨
▽ 我的幸運日 / 櫻桃 阿姨
2/21（三）△ 敲一敲、搖一搖，魔法樹 /

與作家有約

《 知心 》

魏 崢（振興醫院心臟醫學中心主任）
為了避免心臟成為心頭大患，讓我們不妨先從了解它、與
它成為「知心」朋友做起！
魏崢醫師行醫近五十年以來，不藏私與大家分享如何了
解、面對心臟病；及術後的功能重建、與病和平共存。心臟疾
病是威脅人類生命的頭號殺手，這本從心臟結構及功能談起的
圖文醫療專書，討論臨床上常見的心臟疾病及治療的方式，書

楚萍 阿姨

裡的內容有助於民眾瞭解心臟的問題，當有不適就醫時，可與

▽ 小毛惹麻煩 / 繼英 阿姨

醫師討論以決定適切的治療方式，並配合醫囑做復健、正確的

們的引導之下，多莉能否找到自己失散的家人呢？

自我照護，才能讓心臟回復正常的功能、重拾健康的生活。
魏醫師臨床數十年來深深感受到民眾對於醫學常識的不足；病人固然要遵從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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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位取號者入內觀看，親子優先取票 (12歲以下兒童
及其家長 )。

囑，但是自己也應具備醫學常識。否則不多做些了解、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甚至會被
醫療所害。雖然都說隔行如隔山，但魏醫師覺得為了自己，大家多懂些基本醫學知識
是必要的！

電影聽賞活動

【繪本童書園】故事戲劇時間

蒙特婁戀曲

《 搶救精靈王國大冒險 》手偶劇表演
● 日期：02/24（六）11：00－12：00
● 地點：B1 樂學室
● 故事帶領者：世界宗教博物館奇幻精靈劇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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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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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上半年
度雙和藝廊檔期」。
詳細資料請上本館網
站查詢。

片長119分鐘

● 時間：02/24 (六) 14：00－17：00 ● 地點：B1 演藝廳

繪本主題書展

導賞人：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一樣 ? 不一樣 !
● 日期：01/02～02/27

108年1-6月雙和藝廊展覽檔期申請開始囉！

2018 TIBE 台北國際書展

漢娜是位熱愛音樂的古典歌唱家，和鋼琴家丈夫
●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 2F

丹尼爾在蒙特婁經營一個合唱團，專門表演法國的神

許許多多精采好看的繪本原文書都有其他語言的

聖歌曲。這些曲子都是1830到1930年間專為猶太會

翻譯。除了文字不同，繪本裡的插畫、用色在翻譯成

堂創作，極其珍貴的文化遺產。但合唱團經費短缺、

中文後，到底一樣、不一樣呢？

資源缺乏，幾乎經營不下去，所幸他們招募了新團員

本月親子資料中心挑選一系列中日文、中外文繪

阿比蓋兒，她年輕且才華洋溢，彷彿為合唱團注入新

本好書，歡迎親子一起到圖書館來欣賞閱讀，找出原

希望，卻又有著青少女的叛逆與脆弱；漢娜從前的音

文繪本和中文翻譯繪本的同異處喔！

樂老師也帶著一份古老的樂譜來到蒙特婁找漢娜。這
一老一少，會為合唱團帶來什麼樣的波瀾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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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間：02/06 (二) ～02/11 (日) 每日 10：00－20：00
             02/09 (五) ～02/10 (六) 延長至 22：00
● 地點：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一館、三館
           （臺北市信義路 5 段 5 號 1 樓、松壽路 6 號 1 樓）
● 展位：台北世貿一館綜合區 D509 展位
歡迎參觀2018 TIBE 台北國際書展！教育部所屬三所國立圖書館位於綜合區
D509，共同推出「書海奇航」！
今年國際書展主題為「讀力時代」Power of Reading，從2月6日至2月11日每
日10:00～20:00，在臺北世貿一、三館舉行，而週五、週六更延長到晚間10點，
讓更多民眾有時間一起參與，共享閱讀的美好。
臺北國際書展在寒假春節前展開，本館今年續與國圖、國資圖合作，以遨遊
書海的概念呈現圖書發展的文明印記，透過船的形象，呼應圖書就如知識的載
具，帶領民眾透過閱讀的形式與想像，領略「書海奇航」的驚喜！
國臺圖將以臺灣圖書設計的歷史為主軸，顯影
本土圖書設計的風華與特色，展現美學閱讀的氛
圍，同時特別呈現「有愛‧無礙」的視障服務，凸
顯本館在落實身心障礙者公平閱讀權益，以及終身
學習推廣的全方位服務。

講 座

的校外教學看到魟魚的集體洄游，一向什麼都記不起來

臺灣學系列講座─館藏延伸閱讀書展

親子活動

【海底總動員】首集電影故事之後，多莉在魟魚雷老師

故事童樂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