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入 FB 粉絲
團，來跟我
們互動吧!

05/03（四）

保島

這部紀錄片以「人體」比喻臺灣，臺灣各生態系統、保護區，
便成了人類的各個器官、骨幹。導演詹家龍希望藉由這部紀錄
片，讓身處在這座寶島的我們，可以更加珍集這座寶島，這副
寶貴的身體。
※此紀錄片由荒野保護協會導賞※

片長120分

[中]

05/10（四）

怒海控塑

故事從一位追尋藍鯨蹤跡的記者開始，他驚訝的發現純淨的海
洋裡竟然有塑膠垃圾！於是開啟了團隊追查塑膠流向海洋的旅
程。他們花了四年，走訪全球多個地方，團隊揭開塑膠污染的
驚人真相，並提供解決之道。
※此紀錄片由荒野保護協會導賞※

片長102分

[英] 

05/17（四）

送信到哥本哈根

I am David

改編自丹麥暢銷小說「北方自由」，1952年在共產世界保加
利亞集中營長大的12歲孤兒大衛(班提柏飾)受人之託，僅帶著
一只指南針、一塊麵包和一封信逃出了集中營。他要依照信上
的地址，經過希臘、義大利、瑞士到丹麥的哥本哈根，然後把
信交給一個人。這是大衛第一次開始接觸到自由的世界，就像
是一場充滿無限可能的發現之旅，當他穿越歐洲、展開這趟送
信之旅時，同時也逐漸拋開了原本對人的防衛心，這趟歐洲之
旅為他開啟了心靈的視窗，也給了他嶄新的人生觀……

片長92分

[英] 

05/24（四）

與森林共舞

The jungle book

意外中失去父母的男嬰，由狼群收養照料，隨著他漸漸長大，
叢林裡的霸者老虎對他起了戒心，一心想將男孩驅逐，狼群無
法與殘暴的老虎抗衡，唯一的希望就是將男孩送回人類村莊。
就這樣，孤獨的孩子踏上一個人的旅程。在路上，他遇到了棕
熊、黑豹、蟒蛇、還有猩猩王，各方人馬對於人類的出現各有
盤算。不甘於離開從小長大的家園，男孩該如何起身對抗森林
之王，爭回屬於自己的家 ?

片長106分

[英] 

05/31（四）

給親愛的孩子

這部訴說臺灣山林開墾歷史與現狀的紀錄片，以溫柔與富涵童
趣的手法揭示土地受到傷害的哀傷，以獨特的記錄片手法，帶
您看見未曾見識過的臺灣面貌。
※此紀錄片由荒野保護協會導賞※

片長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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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B1 視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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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歲者不得觀賞！ ★提醒您依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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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的臉悄悄的在改變》主題電影院展 

覽

人類相當擅長幫地球君化妝，用高樓、海港、飛機、廢棄

物、霧霾、保護區、燈，這些人造物混成了一種工業美。

然而，你見識過地球君的素顏美嗎?

素顏的地球君，有著超宇宙級的豐富生態、動人美景、蟲鳴

鳥叫、獸類奔騰，就是個億年一遇的素顏美人。

這個素顏的美麗模樣，不能只有我看到，也不能只有你看

到。畢竟他是地球君吶！

地球君今天想素顏

有句話叫做，不要以貌取人，

也有句話叫做，不要以貌取書。

書的封面總是會影響我們取書、看書的欲望。

可是有些書只是長得很醜，內心卻很溫柔。

這個月，我們要把展出的書的封面，通‧通‧封‧起‧來。

就像扭蛋一樣，在你轉出來之前，永遠不知道裡面會是什麼啦！

如果你的好奇心蠢蠢欲動的話，就快點來餵食你的好奇心。

至於書單呢？才不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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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凡達 Avatar                               片長162分鐘 [英] 

■播放場次：05/27(日) 一場/14：00 起   ■地點：B1 演藝廳

一部風靡全球的科幻史詩電影。故事背景是2154年的潘朵拉星球，星球上的生意盎然，

然而，於宇宙四處開發、建立殖民地的人類盯上了潘朵拉星球。使得星球上的納美人集

結保衛自己的星球……

林妙芝─鏡頭下的世界
● 日期：05/09～05/20       ● 地點：4F 雙和藝廊 

本次展覽的內容以美國紐約秋季及冬季風景為

主，包含紐約的人文景觀、花、鳥、動物及休閒活

動；部份是加拿大、日本及臺灣的風景。有些相片

是歷史的見證，已不復得、有些相片的內容發人深

省、有些會讓人會心一笑，溫情滿人間。自然就是

美，總而言之，鏡頭下的內心世界是多樣貌的，透

過攝影藝術捕捉純真美麗的瞬間，能觸動人心，是

作者追尋的目標。

中華育心畫會─107年汲古出新作品聯展
● 日期：05/23～06/03       ● 地點：4F 雙和藝廊 

本次展覽以汲古出新為主題，師古、師造化、

自得心源，將傳統水墨與西方藝術技巧兼容並蓄。

作品以山水、花鳥、人物及書法為主，有淡雅有緻

的傳統水墨，亦有藉現代媒材及技法所創作的彩墨

作品。期藉由本展覽推行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

化，同時弘揚中華美學，提振國人對藝術的愛好，

進而淨化人心、祥和社會。

● 日期：05/08～06/03       ●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 日期：05/05～06/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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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室整修，故影片播放地點改至視障中心 B1，請由一樓視障中心大廳進入，並調
整播放場次為1場。電話：(02)2926-6888 #3512 賴先生★

★本月主題與荒野保護協會合作電影導賞，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訂閱電子報，
更快速獲得活
動訊息 !!

聽我，看我，告訴我 片長94分鐘 

導賞人：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真人真事改編，有如法版「海倫凱勒」，劇情內容撼動人心！

天生看不到、聽不見也無法言語的瑪莉，

從小舉動如野獸般粗暴，十四年來父母無能為

力，連專收聾啞的修道院都拒她於門外。善良

的瑪格麗特修女獨排眾議收留瑪莉，日復一日

地細心教導瑪莉手語，伴她走出寂靜與黑暗的

靈魂牢籠。兩人間的羈絆日益加深，修女的身

體健康卻突然惡化，在剩餘不多的日子裡，她

必須教導瑪莉人生的最後一堂課……。

※B1 研習教室請由1樓視障中心正門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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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間：05/26 (六) 14：00－17：00   ●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 B1研習教室

2018 中山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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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販售日期：107年4月23日(星期一) 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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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人文‧生態─輕旅行」聯票發行囉！

聽見費加洛

● 日期：05/19 (六) 14：00－16：00      ●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 B1研習教室

吳家恆（臺中古典音樂臺「音樂達文西」主持人）

《費加洛婚禮》是莫札特膾炙人口的歌劇，至今仍然

上演不輟，除了諷刺當時的貴族特權而受歡迎之外，劇情

設計精妙，對白趣味橫生，也是迷人之處。而莫札特在音

樂設計細節的考慮周全，在聽覺與視覺之間的呼應，更是

讓這部作品歷久不衰的關鍵。

想和熱愛古典音樂的吳家恆老師一同走入古典樂的殿

堂，探索百年浩瀚的古典音樂世界，千萬別錯過這場講

座。

「樂ㄌㄜˋ讀」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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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5
親
子
活
動

講 

座

 5/02（三）△ 奧莉薇 / 筠珍 阿姨          

                   ▽ 噓!別吵醒老虎 / 梅德林魔法師

 5/09（三）△ 小象散步 / 梅子 阿姨          

                   ▽ 媽媽的小褲褲、媽媽買綠豆 / 楚萍 阿姨

 5/16（三）△ 大拇指 / 麗貞 阿姨        

                   ▽ 大膽的老婆婆 / 鳳梨 阿姨

 5/23（三）△ 海馬先生 / 櫻桃 阿姨        

                   ▽ 小紅飛機上班去 / 蘋果 阿姨

 5/30（三）△ 我和我的腳踏車 / 淑慧 阿姨        

                   ▽ 我想變成綠色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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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宣諭（童顏劇團副團長、臺灣體育大學體育系兼任講師）

臺灣戲曲及戲劇是庶民生活中娛樂休閒活動的一部份。然

戲劇可以啟發創意力與表現力，更是文化美學的一部分，但每

個時代的觀眾不同、審美觀與興趣也不同。本書對於戲劇史的

整理，呈現臺灣文化中戲劇美學精神與流行文化的發展。

講座當天邀請聲樂家施璧玉擔任嘉賓，精彩可期，請別錯

過這場藝文饗宴！

妖怪手錶─閻魔大王與5個故事喵！      片長81分鐘

● 日期：05/12（六）14：00 開始放映       ● 地點：4F 4045 教室

神秘的閻魔大王生病了！妖魔界頒布人類禁止令？友情出

現大危機！五段不可思議的故事神展開，前往妖怪世界，一步

步揭開真相。某一天，不小心掉到人孔蓋裡昇天的景太，醒來

後竟然變成了妖怪「普普童童」，不可思議的五個故事就從此

展開！穿越時空來到八年後的世界，與惠美再次相遇的吉胖

喵。與小石次郎一起回老家拜訪老媽的小石獅。與稻穗一起四

處配送聖誕禮物的USA蹦。掌握了能解開所有謎團關鍵的閻魔大

王究竟是誰呢？五個不同的故事將會在最終章合而為一！

《 七隻小羊、傑克與魔豆、美女與野獸 》  

● 日期：05/19（六）10：30－12：00     ● 地點：B1 樂學室

● 故事帶領者：本館閱讀志工郭筱晴老師 &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英語志工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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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大冒險
● 日期：05/01～05/31     ●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史帝芬‧霍金先生不僅是當代偉大的物理學家，他所

著作的《時間簡史》等相關書籍，更是為科學寫作立下相

當重要的典範。然而，大家知道，霍金先生曾經和他的女

兒露西‧霍金一起合寫過一系列少年科幻小說《勇闖宇宙

三部曲》嗎？除此之外，圖書館裡還有哪些精采的科普童

書呢？

本月親子資料中心準備了一系列科普好書，向這位偉

大的物理學及宇宙學家致敬，歡迎大小朋友一起到圖書館

來賞讀 !

《 圖解臺灣戲劇史綱 》
● 時間：05/18 (五) 14：00－16：00   

● 地點：4F 4045教室 (13:30入場，額滿為止)

● 報名方式：免費自由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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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童話故事城堡】故事戲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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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普童書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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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麗島事件」之權力對立與輿情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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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佳宏（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美麗島事件」係1979年底至1980年春一連串政治對立

事件的集合稱呼，包括1979年12月10日起爆的「高雄衝突事

件」、3日後的「美麗島大逮捕」及隨後展開的「美麗島偵

訊」，而持續到1980年3月的「美麗島軍法大審」，期間尚有

突發的「林宅血案」。本次講題將從事件的各個階段，探討國

民黨政府與黨外的美麗島人士，在事件過程中的權力競逐與輿

論情勢的變遷，藉以觀察臺灣解嚴前夕民主化過程中重要的關鍵轉折。本次事件相關

人物，皆為各界深具能量的檯面人物，因此所引起的波瀾，不僅是1970年代中期以

來，朝野多方權力長期對峙下的一次政治總清算，亦為臺灣社會力罕見的集體動員，

同時也引來國際目光與引發海外臺灣人的關注，影響層面既深且廣，是戰後以來最具

影響力的歷史事件。

● 時間：05/12 (六) 09：30－12：20   

● 地點：4F 4045教室 (09:20入場，額滿為止)

臺灣的貓頭鷹

科普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4212 楊先生

汪辰寧（台北市野鳥協會芝山岩管理處教育推廣專員）

位在雙溪旁邊的芝山綠園，是臺北鳥會的一處重要基地。坐落於其中的得得之家

─野鳥護育中心收容了許多受傷的鳥類。其中保育類數量出現最多竟然是─貓頭鷹。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讓我們一探這神秘貓頭鷹的生活點滴，同時認識與我們生活在一

起的貓頭鷹以及他們所遇到的衝擊。

● 時間：05/2 (三) 09：30－11：30   

● 地點：4F 4045教室 (09:00入場，額滿為止)

臺北綠寶石─芝山的微生態體驗

李明晃（台北市野鳥協會芝山岩管理處處長）

芝山岩遺跡是僅存反映出整個臺北盆地變遷的位置所在，從生態角度上，此處可

見濱海、濕地、沼澤植物生長，地質尚可見生痕化石、海膽化石，另有數千年積累的

考古遺留，透過影像與數個展示的物件，讓您體會臺北兩河文明的演進。

● 時間：05/30 (三) 14：00－16：00   

● 地點：4F 4045教室 (13:30入場，額滿為止)

林明進（建國中學國文資深教師）

作者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獎，有逾三十五年教學經驗、

六十年學「生」體會精采結集。從對學生教學到向學生學習，

從向生活學習到向生命學習！ 

本講座，從教學生涯悲歡世界的點點滴滴，不論是笑或

淚、真心或謊言，說起校園百態。

《 學生3─叫我最後一名 》
● 時間：05/19 (六) 10：00－12：00   

● 地點：B1 演藝廳 (09:30入場，額滿為止)

● 報名方式：線上 / 現場報名

洪連盛（會計師）

於報稅季節，談到稅務問題，大多數的印象，就是躲、

逃。

不過攸關政府歲收，查稅更加嚴謹，因此報稅大戶有錢人

通常會有高人指點，大多會想辦法「合法」節稅。避稅躍上檯

面，到底是節稅還是逃稅，那條線可得畫分的更清楚。何謂

「合法」節稅?本場邀請洪連盛會計師從專家角度，分享合理的申報、財務配置，達

到節稅，簡單來說即是稅率哪裡低，錢就往哪裡放之個人節稅面面觀。

  「個人節稅面面觀」
● 時間：05/11 (五) 14：00－16：00   

● 地點：4樓 4045教室 (13:30入場，額滿為止)

● 報名方式：免費自由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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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樓「2018國際生物多樣性日嘉年華」人文‧生態之旅

● 活動時間：107年5月19日 (星期六) 08：40－16：30

● 活動人數：150人

● 活動地點：陽明山中山樓及週邊 

● 報名資格：親子及有興趣民眾，國小以下學童需與1位家長共同報名參加

● 活動內容：鳥類及昆蟲觀察、自然體驗及捏麵人DIY

● 報名方式：

即日起至5月10日止(額滿提前截止)，請線上報名(網址http://chungshanhall.

ntl.edu.tw/cht/index.php)， Email(chungsun@mail.ntl.edu.tw)或傳真(02-2861-

0123)，報名成功者請於4月16日至5月11日完成全額繳費。

● 報名費用：

   每名新臺幣300元整(含車資、保險費、午餐、講

師費及材料費等，活動費用不足由本館支應)。

● 繳費方式及注意事項：請參考本活動簡章說明。

● 洽詢專線：

    02-2861-6391，傳真：02-2861-0123

● 地      址：臺北市北投區陽明路二段15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