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樓展覽

雙和藝廊

主題書展

樂來越愛你 La La Land

「穿越五十 中山樓故事展」AR / VR 展

光‧怪‧陸‧黎 水彩聯展

圖書館「物」語

■ 播放場次：04/22(日) 一場/14：00 起

● 日期：106/12/08 起

● 日期：04/11～04/22

● 日期：04/10～05/06

● 地點：陽明山中山樓

「穿越五十 中山樓故事展」以擴增實

釋陽明山中山樓。以新媒體與前瞻性技術的應
用，建置數位化展覽平臺；以影像、聲音與文字
的導讀、展示，經由多感官的體驗，帶給參觀者

與生活周遭的感受，如陳美美的：
別叫我在此駐足啊！透過繪畫提醒
我們，別亂丟垃圾；謝秀菊：心～飄
揚，透過輕飄的羽毛反映出飄飄然心

沉浸性、互動性的全新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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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黃明秀：午後，將旅行中感受的

月亮當成世界末日來臨，認為黑死病是女巫帶來的災禍。
數百年前，科學與物理開始發展，生活中許多現象，在現代
已經多可用物理學來解釋。
懂一點物理，你可以保護不肖商人覬覦的荷包。學一些物

[英]

■ 地點：B1 演藝廳

人生陷入低潮的女演員蜜雅，一日被好萊塢山丘附近的鋼琴聲吸引，彈琴的琴師是日前
於高速公路上，發生衝突的賽巴斯蒂安。

中和新蘆線永安市場站下車

幾個月後，兩人再度相遇，這次兩人漸漸產生情愫，彼此約會、看電影、跳舞，同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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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心片》
■ 播放場次：14：00起 ■ 地點：B1 視障中心

理，你可以變奇巧的魔術來追求愛人。
物理是不是非常誘人呢？我們一起來看看圖書館「物」語
吧！

★簡報室整修，故影片播放地點改至視障中心 B1，並調整播放場次為1場★
★待整修完畢，會重新回到簡報室。這段期間敬請大家多多包涵★

影片欣賞

Reality）、多媒體互動科技整合，重新建構、詮

透過取材的迥異，和不一樣的創
作，用光‧怪‧陸‧黎來表達對事物

●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在很久很久之前，人類以為打雷是雷公電母在生氣，把紅色

展 覽

境(Augmented Reality)、虛擬實境（Virtual

● 地點：4F 雙和藝廊

片長128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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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抹光！留在畫作裡；鄭美珠：引頸
宛如韓版親愛媽咪，深刻直指母子間的愛與無能為力。地球離

期盼，用微分割方 式來表達野柳女王
04/12（四）
讓愛從心開始

頭，萬年之愛的等待。本展覽期透過
繪畫述說生活上的情感與故事，歡迎

Juvenile offender

大家踴躍參觀。

開少年感化院後，生活突然多了一個年輕媽媽地球。孝昇在
十七歲生下地球後便拋棄了他，兩人已錯過了十幾年的相處時
間，再次見面，陌生的母子倆，完全不知道該如何相處。此

片長109分
[韓]

時，地球的小女友懷孕了，孝昇彷彿看見當年的自己。當天真
已不能再成為逃避的藉口時，他們該如何面對現實的生活?
希和子與有婦之夫秋山相戀，在被哄騙墮胎後，卻發現秋山的
妻子生下一名女嬰。在人生失去了一切的時候，她潛入秋山家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帝國之眼─ 館藏舊籍警務類書展

「心橋」─ 2018年台日繪畫交流展

● 日期：即日起～10/28

● 日期：04/25～05/06

●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書展區

04/19（四）
第八日的蟬

青少年主題書展

Rebirth

● 地點：4F 雙和藝廊

臺灣粉彩畫協會於2012年首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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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淡彩畫協會在臺北共同舉辦臺日

大家在圖書館裡，最喜歡逛的，就是新書展示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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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畫交流展，深獲好評，在臺北連續

可是，你有逛過心書展示區嗎?

及特別高等警察等類型，除了執行法務、衛生

舉辦3次交流展後，於2015年6月特別

事務、經濟控制與原住民統治等業務外，亦配

在日本東京都舉辦了首次的海外交流

在各地廣設派出所、駐在所。警察與民眾生活
密切接觸，是展現國家公權力的第一線角色。
1923年，蔣渭水等人因申設「臺灣議會
設置期成同盟會」，遭總督府以違反「治安警
察法」逮捕，史稱「治警事件」。今年逢「治
警事件」95周年，本館特別策劃本次警務類書
展，除了在此關鍵時刻回顧「治警事件」之外，

展，雙方都積極在國內推動粉彩畫、
淡粉畫。
本次展出作品除粉彩畫、淡粉
畫，尚有墨彩的繪文及繡線畫，作者

生活。兩人從天使之家逃到小豆島，在這個宛如天堂的地方，

片長148分
[日]

希和子全力傾注自己的愛給薰。然而，一張意外被拍下的照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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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保甲、壯丁團等組織推動一般行政事務，並

的孩子自己撫養，將其取名為薰，就此展開長達三年半的逃亡

片，害希和子行蹤暴露，希和子被捕入獄，薰也被帶回原來的

圖書館的「心」書展示區
● 日期：04/10～05/06

中，意外被熟睡嬰兒的純淨臉龐所觸動，希和子決意帶走情人

●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在我們的左邊胸口裡，有一顆心臟躲在裡頭噗通噗通的跳

本片是由新一代名導克里斯多夫諾蘭和一群國際知名演員所共

04/26（四）
全面啟動

同拍攝的一部科幻動作電影，劇中場景遍布全球，帶領觀眾進

片長148分

入夢境的世界裡。唐姆柯柏是一位擅長心靈犯罪的小偷，能進

[英]

Inception

入人的夢境中從潛意識裡偷取有價值的祕密。他的絕技讓他成
為工業間諜中的佼佼者，卻也使得他必須亡命天涯……

著，你聽得到它的聲音，可是，你知道你的心真的在想什麼嗎?
請打開你的心房，沿著神經一路潛入我們的腦海，一同看看
腦海層層皺褶裡蘊藏的各種心理學思維。
在我們嘗試讀懂枕邊人、友人、親人的心之前，我們先來剖析我們的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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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展出圖書包含一般圖書及政府出版品」

心思細膩、一針一線精心繡出的風景
畫是極為難得一見的傑作，歡迎有興
趣的民眾參觀。

也期待藉由本次書展，與讀者共同認識戰前臺灣
警務發展的脈絡。
★13:45開放進場、1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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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搶救地球

片長81分鐘

● 日期：04/28（六）14：00 開始放映

● 地點：4F 4045 教室

保護地球是我們的責任。諾娃和小培無意間救了首都總

知即將有大災難降臨，他必須趕去一座有巨蛇圖案的科技大
樓阻止他們的強大雷射電能計畫。
當他們到都市時，已經來不及改變人類濫用電力引發的
地球浩劫，在地球被摧殘得幾乎毀滅之際，小培運用他和動
植物溝通的能力，請求大樹們幫他傳達訊息，希望全人類同

聽故事時間

基督教在臺灣

● 時間：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 日期：03/01～0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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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三）△ 毛毛蟲列車 / 詩婷 阿姨
▽ 吃掉了什麼？/ 梅子 阿姨
4/18（三）△ 我的秘密森林 / 麗貞 阿姨
▽ 大野狼，肚子餓 / 鳳梨 阿姨
4/25（三）△ 嗷嗚!嗷嗚! / 楚萍 阿姨
▽ 隨風飛揚的十片葉子 / 繼英 阿姨

時間關掉所有電力能源，才能打敗地球外的磁場怪物，拯救

《 別讓記憶說再見 》、《 守著記憶守著你 》
● 地點：5F 參考室入口書展區

基督教在臺灣的宣教起自1620年代，隨著荷蘭與西班牙的殖民事業，開啟第一波
高峰。其後，第二波較大規模的宣教活動，則是伴隨著臺灣的正式開港，具有現代化知

● 地點：4F 4045教室 (13:30入場，額滿為止)

伊佳奇（元智大學老人福祉科技研究中心失智症照護顧問、臺北市市政顧問）
本書是幫助讀者如何預防失智

團體隨著被擊敗的國民黨政府進入臺灣。本館典藏之相關特藏資

症，也協助失智症的家屬或照護者。

料，多數集中在第二波及其後的日治時期，來自歐美、日本的宣

作者以「失智症照護者畢業生」的經

教師，接受現代化訓練後積極投入臺灣社會，透過宣教與醫療、

驗，及持續進修研究全球失智症照護

公共衛生、教育、婦女教育、白話字書寫、音樂、體育、社會救

資訊心得，為讀者彙整出有目標與方

助與救濟、支援弱勢群體等面向，而與臺灣社會產生緊密的連

法的基本資訊，幫助自己、家中有長

結。歡迎各位讀者來館利用。

者找出一條新的道路。
人人都可能會失智，在沒有失智
前，建立健康生活，遠離失智或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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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即使有朝一日，上帝給了這一禮物，能為自己規劃失智症的長期照護方式，如何
維繫動態下有品質與內涵的人生，學會不要給他人增添麻煩與困擾；每個人都要有準
備，去面對可能罹患失智症後的自己！

【繪本童書園】故事戲劇時間

《 七隻小蝌蚪穿新衣 》

電影聽賞活動
愛地球繪本主題書展

小行動‧大改變
● 日期：04/01～04/30

2018 中山樓活動
●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 2F

華麗邂逅、舞力全開

每年的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許多國家都會在這

了新衣服，大家都穿得光鮮亮麗，住在池塘裡的七隻小蝌蚪偶

一天舉行很多跟環境保護有關的活動。無論是愛護動

● 時間：04/28( 六 )15:00 準時開舞

然看見傳單，好渴望自己也能像大家一樣又帥又美，於是一起

物、節能減碳，或是跟《怕浪費的奶奶》一樣愛物、惜

● 地點：陽明山中山樓3樓 國宴廳

拜託裁縫店的兔子叔叔幫他們完成心願。可是，蝌蚪的衣服到

物，只要願意付出，任何一個小小的行動，都可能帶來

底要怎麼做呢？牠們又該如何穿上衣服呢？快來看看小青蛙們

很大的改變；反之亦然。
本月親子料中心準備了一系列與環境保護、愛地球
相關的繪本好書，歡迎大小朋友一起到館來賞讀喔!

我的老爸喵星人

片長87分鐘

● 時間：04/28 (六) 14：00－17：00 ●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 B1研習教室

有一天，池塘邊新開了一家裁縫店，村裡好多動物都去做

的童年是多麼有趣而溫暖吧！

● 時間：04/18 (三) 14：00－16：00

識背景的宣教師進入臺灣。第三波在1940年代末期，中國基督教

地球!人類面臨毀滅時，才懂得尊敬大自然?

● 日期：0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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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與作家有約

( 台北市北投區陽明路二段15號 )
● 入場時間：14:30～14:50
( 活動開始後，請勿隨意進出 )
● 活動人數：300人
● 入場方式：免費入場 ( 有興趣的民眾皆可
上網查詢索票地點，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
● 網址：http://chungshanhall.ntl.edu.tw

導賞人：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湯姆布萊德是全球商業大亨，坐擁北美最高的商辦大
樓，全球時區都有自己的別墅，他狂熱於自己的工作事
業，與家人關係疏遠，偌大的房子裡，常常只有妻子拉拉
和女兒蕾貝卡兩人。蕾貝卡11歲生日那天，湯姆到寵物店
為她挑選了一隻貓當作生日禮物。回程途中，湯姆發生意
外，恢復意識時，他發現自己被困在貓的身體裡，並由自
己的女兒收養牠，他開始體驗到除了財富之外，人生的另
一種價值……。

以音樂、舞蹈的組合，透過管弦樂的演奏
與熱情的西方舞蹈演出，在輕鬆愉快、熱情、悠揚的音樂聲中，跟隨心跳躍動、
盡情搖擺、享受一個熱情繽紛、舞力全開，午後春天盛開的美好季節。

※B1 研習教室座位計有55席，放映前30分鐘開放入場，視障者優先入座，
額滿為止。本活動全程錄音，活動開始後，請勿隨意進出研習教室。

講 座

亨利回首都了解天氣變化的緣由。小培與動物心靈相通，得

臺灣學系列講座延伸書展

親子活動

統的兒子亨利。這時，天氣突然起了變化，老奶奶要諾娃跟

故事童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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