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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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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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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我的家》主題電影院

展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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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住我家   Welcome to Germany 
播放場次：01/05 (日) 一場 /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俗話說「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哈特曼一家」更是天兵到不行。老爸理查年過花甲，竟愛打美容針養顏裝嫩。

卸下教職的老媽安潔莉卡無所事事，整天盡想著如何改變世界。律師兒子雖然事業有成，卻連自己的家庭都顧不

好。凡事三分鐘熱度的女兒更是誇張，年過三十還沒大學畢業！個性水火不容的哈特曼一家，在安潔莉卡突發奇

想「收容難民」後，有了天翻地覆的改變…。新成員迪亞羅遭到鄰居冷眼相待，種種充滿偏見的行動令人頭痛不

已。連警方都接獲線報：「疑似恐怖份子」在哈特曼家中活動！？一場荒謬又爆笑的攻堅行動，弄得社區雞飛狗

跳，終能互相扶持的哈特曼一家，又該如何化解眾人的偏見與不安，為善良的迪亞羅爭取屬於他的權利呢？

★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

加入 FB 粉絲
團，來跟我
們互動吧!

訂閱電子報，
更快速獲得活
動訊息 !!

片長116分鐘 [德] 

01/02（四）

太陽的孩子

Wawa no Cidal

寶藍色的太平洋，金黃色的稻浪梯田--這是Panay小時候對家鄉的印

象。為了讓父親與兩個孩子有更好的生活，她獨自在城市工作打

拚。直到父親突然病倒了，她急忙趕回家才發現，曾幾何時，良田

已經漸漸變成觀光飯店。她憂心這樣下去，還可以留給下一代什

麼樣的家園?所以決心要把水圳修好，恢復耕作。但這一切並不輕

鬆，面對各種挫折與考驗，她以溫柔且堅定的行動，告訴孩子們：

千萬不能放棄！自己的家園要靠自己守護。

片長99分

[國]

01/09（四）

Kanakanavu的守候

Kanakanavu Await

高雄縣楠梓仙溪的上游，有一條清澈的達卡努瓦溪，Kanakanavu族
人守護著她，度過了數百年的歲月。莫拉克颱風改變了這一切...如

果台灣這小島上還可以有島，Kanakanavu族人和達卡努瓦村就是

這島上最深的孤島。他們有一個小小心願，希望全世界都知道

「Kanakanavu就是Kanakanavu」。多年來在學術上被歸類為鄒族，

受日本殖民政策的影響而大部分說布農語，但老人家依然記得，

Kanakanavu有自己獨特的語言、祭典、歌謠、生活方式、家族名與

人名，希望能做自己，不要再偽裝。

片長95分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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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放場次及時間：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還原正名：臺灣原住民族正名25週年主題特展
日期：即日起～01/19     地點：1F 臺灣藝文走廊 

為紀念原住民族正名25周年，並讓更多人了解原住民族

抗爭運動歷史及原住民族權利發展過程，本館特別與原民會合

辦「臺灣原住民族正名25周年主題特展」，以「還原正名」為

主題。期盼透過原住民族的觀點，「還原」臺灣原住民族「正

名」的歷史，帶領民眾走過原住民族漫長的族群覺醒的過程，

感受爭取族群平等與正名入憲的迂迴艱辛，從而真切理解「正

名」對原住民族深遠的意義。

生活很難，壓力很大。面對工作中許多的困難與壓力，家是我們的避風港。我們

總會期盼在家能好好放鬆、休息，然後再重新出發面對明日的挑戰。

然而，世間豈有容易事，想營造一個舒適、溫暖的家，可能得花上不少力氣。透

過專家們的建議與經驗，讓我們尋找解決居家大小麻煩事的方法吧！

家有惡Ｏ

狗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人類是貓最好的僕人。

寵物普遍地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

但這些動物並不只是被人們飼養而已，

牠們也有自己的情緒、喜惡。你自認瞭解牠們嗎？

牠們真的喜歡你嗎？

讓我們一起來探索動物與人類間奇妙的牽絆吧！

日期：01/07～02/02     地點：1F 新書展示區 

就愛寵著你
日期：01/07～02/02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弦歌不輟 ─ 新北市教育影像及文物特展
日期：即日起～01/12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起立，敬禮，老師好。」您對這樣的場景一定不陌生。教

育是國民養成最重要的一環。臺灣於1968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

將過去的「國民學校」、「初等中學」改制「國民小學」及「國

民中學」，迄今已超過半世紀。觀賞教育老照片及文物，如同翻

閱一部精采的新北市史。弦歌不輟，鐘聲仍響，讓我們從珍貴的

教育史料，共同溫習那些揹著書包上學去的時光。

吳得福師生粉彩畫聯展
日期：01/03～01/21      地點：4F 雙和藝廊 

吳得福老師在國父紀念館生活美學粉彩畫班與板橋粉彩

畫精進班教授精實畫法粉彩畫，兩年多來成果豐碩，學生的

作品質量俱佳，參加國內外粉彩畫比賽展覽屢屢獲獎。

為了推展臺灣粉彩畫，邀請傑出優秀學生共32人舉辦第

一次師生粉彩畫聯展，希望讓大家更深入認識粉彩畫。

作品展現吳老師特有的粉彩畫精實畫法，畫面精細寫

實、典雅瑰麗的特質常令觀賞者駐足細看而讚嘆不已。

★提醒您依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吾家友鄰趣味多》主題電影院
★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

01/16（四）

比得兔

Peter Rabbit

比得兔，一隻迷人而冒險的英雄，在吸引千萬讀者後終於躍上大銀

幕，帶著新世代的幽默風趣成為這部片的可愛主角。故事描述比得

在小麥先生的「開心農場」中的偷菜諜對諜，隨著彼此互看不順演

而更加白熱化，他們的關係亦會受到超有愛的鄰居碧小姐影響而出

現意想不到的神秘變化。

片長95分

[國]

01/30（四）

搶救馬寶貝

A Horse on the 
Balcony

10歲的小男孩米卡是個異類，他喜歡數學，討厭說謊，儘管他內心

渴望朋友，現實中卻不善交際而交不到朋友。一天晚上，米卡因聽

到嘶鳴聲，意外發現隔壁鄰居的陽台上居然有匹馬！儘管那個房子

的主人沙夏是個麻煩人物。但米卡仍忍不住好奇心，每天下課後便

去看馬。他唯一的好朋友，自稱印度公主的狄拉亞，決定要幫助米

卡一起幫馬找到新家，在此之前，他們需要先啟動救援計畫，將馬

從屠宰場及沙夏的兩個惡棍債主手中拯救出來。

片長90分

[德] 

播放場次及時間：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臺灣藝文走廊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110年1-6月雙和藝廊、臺灣藝文走廊展覽檔期開放申請囉！
申請時間：即日起～3/31      

申請方式：

請填妥展覽場地申請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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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封上註明「申請110年上半年度展覽場地」。詳細內

容請上本館網站查詢。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電話：(02)2926-6888 #5413 蔡小姐

經典再現！《台灣歷史畫帖》二刷，限量發行中！ 

1935年，臺灣總督府結合官民力量，臺北舉辦大型博覽會─「臺灣博覽

會」，當時的臺南市役所（市政府）邀請畫家小早川篤四郎以臺南地區歷史為

題，繪製一系列的油畫創作，除了於博覽會期間在臺南歷史館展出之外，並於

1939年出版為《台灣歷史畫帖》。

本館於前年復刻《台灣歷史畫帖》，並限量發

行，推出後立刻搶購一空。為回應讀者的建議，今

年再度發行2刷，同樣印製200冊，並打上燙金編號

提供收藏，本次銷售完畢之後，將不再發行3刷。

此外，本次也特

別製作了《台灣歷史

畫帖》單張圖卡及限

量明信片組，每款限

量100張，歡迎讀者收

藏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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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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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欣賞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台灣歷史畫帖》二刷                   電話：(02)2926-6888 #5413 蔡小姐

 終身學習研習班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報名方式：即日起至1月31日止，未開課前各班仍有剩餘名額，採現場報名繳費 

(詳見繳費方式說明 )。

繳費方式：現場繳費與匯款繳費 (詳見招生簡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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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66888 分機 5405 

余小姐。

新 課 程『生活速寫』   週五 ( 19:00-21:00 ) 顧兆仁老師 授課

推薦課程『插畫輕水彩』週四 ( 14:00-16:00 ) 郭瑞豐老師 授課

            『輕鬆學攝影 (含手機攝影) 』週三 ( 14:00-16:00 ) 龍用悅老師 授課

歡迎加入學習行列！66期終身學習研習班招生中！
 電子資源推廣課程               電話：(02)2926-6888 轉4211或4223 吳小姐 

時間：01/08 (三) 14：00-17：00     地點：4F 4045教室

報名方式：(1) 網路報名：本館網頁活動報名、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或公務

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2) 電話報名：(02)29266888轉4211或4223吳

小姐 ( 週一至週五09:00-17:00 )。

注意事項：(1) 參加課程前，請先申辦本館借閱證。(2) 上課可自備智慧型手機或

平板電腦與行動網路 ( 館內雖提供免費無線網路，但人多時可能影響

連線速度 )。

教您如何借閱暢銷熱門電子書、電子雜誌，透過手機、平板可以輕鬆查閱您

所需的知識，無論是保健、養身、食安、食譜、旅遊、財金、語言學習、童書繪

本、各類型小說、有聲書……等。透過平臺使用，讓您好書任選，滿足您立即閱

讀的需要。

本課程將介紹「HyRead ebook 電子書暨電子雜誌」、「台灣雲端書庫電子書

暨電子雜誌」、「華藝 iRead ebook 電子書」。

1081224-臺圖藝文資訊設版 (10901)-cs4(新改四校稿).indd   1 2019/12/24   下午 02: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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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裘莉（本書作者）

學好五十音，日文成功一大半！

本書作者將分享利用中文，佐以圖像、線上輔助、以「不

靠背」為最高指導原則，讓日文有意思、語言好好玩，從五十

音出發，跟著本書作者神奇裘莉學五十音超越五十音，展開神

奇的日文學習之旅。

《五十音不靠背：學過一次記得一輩子的假名課》
時間：01/15 (三) 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01/08（三）△ 橘色的馬 / 兔子 阿姨         

                     ▼ 猜猜我在比什麼 / 楚萍 阿姨

 01/15（三）△ 安東醫生的動物診所 & 然後呢，然後呢 / 梅子 阿姨                       

                     ▼ 蠟筆小黑找妖怪 / 蘋果 阿姨

 01/22（三）△ 當一天玩具 / 櫻桃 阿姨            

                     ▼ 歡樂過新年 / 圈圈 阿姨 

 01/29（三）△ 抓不到我 / 慧民 阿姨                   

                     ▼ 媽咪在哪裡？ / 繼英 阿姨

馴龍高手3                                              片長104分鐘

日期：01/18（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4F 4045教室

故事從一位維京族少年和一隻叫夜煞的凶猛巨龍之間，

建立起令人意想不到的深厚友情之後展開，描述這對好麻吉

在各自的成長歷程中，踏上一場驚險刺激、感動人心的冒險

旅程。

小嗝嗝和亞絲翠一起成為博克島的新族長之後，建立了

一個既輝煌又混亂的龍之烏托邦。但是當一隻母「光煞」出

現之後，同時博克島又面臨有史以來最可怕的威脅，小嗝嗝

和沒牙就必須離開他們唯一的家園，前往一個大家都以為只

存在於神話中的龍國秘境。當他們發現各自的真正使命之後，小嗝嗝這名龍騎士和他

的龍沒牙，則將為了捍衛他們這一路走來所珍惜的一切，前往世界的盡頭，共同奮戰

到底。這是一個關於成長、尋找勇氣面對未知事物及未來，以及什麼都無法強迫你放

棄你所愛的一切，充滿驚喜的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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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繪本
日期：01/02～02/29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提到韓國，除了耳熟能詳的泡菜、韓劇與韓國明星外，在小小孩的繪本世界

中，也有愈來愈多好看的韓國翻譯繪本喔。109年1~2月親子資料中心搭配臺北國際

書展，以韓國作者出版的繪本為主題，挑選一系列好書，歡迎親子一起到館賞讀。

 Follow Me
日期：01/04（六）11：00－12：00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 B1

故事帶領者：林燕玲老師

對象：0~2歲寶寶及其家長報名參加（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活動當日下午13：00開始請先至1樓親子資料中心櫃臺領取號碼牌，活動前15分

鐘憑票依序入場；活動開始後不再開放入場，以免影響讀者觀賞影片的權益。因場地

座位有限，僅提供75位取號者入內觀看，親子優先取票(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

陳慕真（國立臺灣文學館助理研究員、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兼

任助理教授）

看起來長的像a.b.c，卻又不是英文的「白話字」是什麼？

一百多年前，臺灣人用「白話字」書寫文學、醫學、報導國際時

事、社會動態，留下許多你不可不知的珍貴資料。請跟講者一起

走入臺灣白話字豐富有趣的世界，並認識臺灣母語文學的發展，

欣賞臺灣文化史上精采的一頁。

漢字之外 ─ 臺灣白話字的世界
時間：01/18 (六) 09：30－12：20      地點：4F 4045教室

四季互動特展
中山樓為1966年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百

歲誕辰及復興中華文化而興建，擁有獨

特的古蹟文物、建築美學、憲政歷史及

四季生態環境等，本展結合AR、VR及互動投影技術呈現中山樓歷史故事及四季

生態之美。

開放時間：每日9:00、10:30、13:30、15:00 ( 除國定假日、機電維護及場地租借 )

展示地點：陽明山中山樓 1樓特展走廊

               (台北市北投區陽明路2段15號)

預約方式：專線電話:02-2861-6391#107、113

預約網站：https://reurl.cc/9zGpkv (請於參觀日前5天預約、週六及

週日限制每場參觀人數60人)

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2顆瘋狂的心，完成一份願望清單！真人真事暢銷書動人改編

富家青年藍尼從大學輟學後就無所事事，成天上夜店與朋友

廝混，有一天喝醉了竟將跑車一路開進家裡的泳池，讓名醫父親

忍無可忍，逼他必須照顧有先天心臟病的病童大衛，否則就要斷

了他的一切金援。15歲的大衛因為心臟缺陷，連帶影響全身器官，從出生至今歷

經多次手術，就連呼吸都會感到疼痛，隨時都可能蒙主寵召，但他列了一份人生

願望清單：戀愛、錄歌、開跑車、讓媽媽再度開心。吃喝玩樂樣樣行的藍尼陪著

大衛打破一切規則，逐一完成願望，藍尼也從大衛身上學會珍惜自己的人生。

無聊的人生我死也不要
時間：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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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開放自由入座，視障者優先入場，額滿

為止＊

片長107分鐘

西元19世紀，隨著基督教長老教會進入臺灣宣教，這套在廈門所創造推行的白話

字拼音文字系統，也隨之進入臺灣。此後，不僅在福建地區，包括臺灣與東南亞的基

督教會，也都普遍地使用這套文字系統。例如，1885年在臺灣刊行的《臺灣府城教

會報》，即是使用白話字當作訊息傳遞的媒介。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套文字系

統也隨著教會學校與民間的傳播，得以讓非教徒學習與使用，更有用以書寫客家語及

原住民語的出版品。本館相關特藏中，典藏有宣教用的新舊約聖經、聖詩、聖歌、主

日學、勸世文等資料，以及教育用的啟蒙教材、基礎教材或相關研究等，甚至連天主

教也受到影響而編有教材等。歡迎讀者來館利用！

漢字之外 ─ 臺灣白話字的世界
時間：01/02～02/29      地點：5F 參考室書展區

 109年好書交換活動簡章(冬季)        電話：(02)2926-6888 #2108 王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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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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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7 (二) ─ 01/17 (五)  14:00-19:00 ( 01/11及週一休館 )      

收書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 3F 服務臺

換書時間：01/18 (六) 14:00-16:00     換書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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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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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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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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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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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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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樓故事館                                電話：(02)2861-6391 #107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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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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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寶熊—繪本故事時間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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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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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學系列講座延伸閱讀書展          電話：(02)2926-6888 #4221 陳先生
《太平年》繪本戲劇活動
日期：01/04（六）15：00－16：00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 B1

故事帶領者：萬花筒公益故事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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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本童書園—故事戲劇時間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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