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藝文走廊

電話：(02)2926-6888 #5401 王小姐

山林與海之歌 ─ 湯瑪士‧瑞杰可繪本原畫展
日期：02/19～04/14

地點：1F 臺灣藝文走廊

開幕式：2/20 (三) 上午 10：30

雙和藝廊

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夯時尚˙FASHION ─ 邱筱婷裝置藝術展
日期：02/13～02/24

電話：(02)2926-6888 #3519 呂小姐

那一年，沒打完的「肥」水之戰

地點：4F 雙和藝廊

日期：01/29～03/03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你毅力過人，再次捲土重來，不求百世流芳的榮耀，只求

在藝術設計領域中，現正流行複合式創作。作

奇光下的祕密 Wonderstruck
「我們都活在溝渠裡，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本片改編自同名小說，原著以文字與圖畫的方式呈現兩個聽障兒童的故事。而

中和新蘆線永安市場站下車

【彩色的故事】敘述1977 年的某個聽障男孩‧班，在母親過世後，希望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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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排排站好！」「小蘇打、肥皂，各就各位！」但請先等

於是只能躲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中……。

書與繪本更是不能缺席。本館特別與麋鹿多媒體 (Mí:Lù) 合作，以捷克插畫家湯瑪士‧

塑、配飾、水染、特效翻模、面具紙雕、服裝美學

瑞杰可 (Tomáš Řízek) 與臺灣原住民作家劉嘉路共同合作的原民系列繪本《美崙山上有

等各式類型作品，其中運用光聚合樹脂、裝飾、彩

怪物》、《泰雅勇士大步向前》及《達羅巴令湖》為主題，展出一系列原民繪本原件

繪、水染等不同技法，結合美容時尚及裝置藝術領

作品。湯瑪士‧瑞杰可 (Tomáš Řízek) 為捷克當代知名插畫家，長年旅居臺灣，對臺灣

域上的創作，完整呈現作者長期以來在美學領域發

講，那可以先練習說說話，至少，我為你沏的這壺茶，剩下的

文化相當著迷，繪本作品多彩生動，筆觸時而細膩，時而豪放。本次展覽透過跨文化

展的成果，作品豐富精采歡迎大家踴躍參觀。

茶渣，還可以用來清冰箱。

等，顧了沙場，也別忘了──老將軍，心裡的垃圾也該倒一
倒。

而【黑白的故事】則在描述1927 年生活在紐澤西的聽障女孩‧蘿絲，為了見
到心愛的女明星而逃家前往紐約。她偷偷潛入百老匯後台，只為一睹明星風采，不料卻被工作人
員驅離，只能流浪街頭……。

打掃或整理，從來都不是只有一種方法，如果不知從何開

這兩個不同世代的故事，卻在紐約這個地方有了奇妙的交集，並展開一連串的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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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讓臺灣原生傳統的獨

主題電影院 《另闢奇境》

特，藉著插畫家湯瑪士孩童

■ 播放場次：14：00起 16：30起 ■ 地點：1F 簡報室

影片欣賞

展 覽

在電影中，則改以黑白與彩色，凸顯兩個時間序。
素未謀面的父親，因此循著線索來到了紐約。遇上了街頭搶匪，將錢包偷走，

今年適逢原住民正名25週年，新生代原住民作家陸續投入各類文學創作行列，而童

[英]

■ 播放場次：02/24 (日) 一場 / 14：00～17：00 ■ 地點：B1 演藝廳

一日清白的光環，像以往一樣，在沙場大喝：「清潔劑、牙

者投入美學教育近二十年，本次展出包括凝膠、捏

★電話：(02)2926-6888 #3519 呂小姐★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般的雙眼及獨創的筆觸，為
讀者開啟解讀臺灣原住民特

這是關於一個不可思議的冒險的故事。擔任森林巡邏員的

廟堂之上 ─ 白士誼雕刻作品展

色的另一扇窗。

日期：02/27～03/12

女子葛瑞絲，在森林裡發現了一個謎樣的十歲男孩彼特，
這男孩看來已在森林裡生活數年，而且據他所說，在森林

地點：4F 雙和藝廊
02/14（四）
尋龍傳說

木作建築裝飾為漢文化之藝術呈現形式之一，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電話：(02)2926-6888 #5412 周小姐

馳風行旅 ─ 館藏舊籍鐵道暨旅行類書展
時間：107/10/30～108/03/10

片長117分鐘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書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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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歷史價值與意義，臺灣古建物承襲先民原鄉文

Pet's dragon

化，裝飾題材的運用，反映文化思維及典範，演化

思，可惜習藝之風日漸式微，大多精美圖樣位居廟
堂之上或隱身細部，讓眾人無法窺探究竟。藉由作
者長期耕耘於臺灣漢系古建築之田野調查紀錄，並
將裝飾繪製成稿，以傳統雕刻方式呈現，使民眾更
能貼近臺灣傳統建築裝飾之美。

青少年主題書展

日期：01/29～03/03

「唰──」日曆又撕了一頁，眼前的紙張和腦海，仍是空
白一片。究竟該如何脫離，一個又一個，趕稿的黑夜？

如果看完還是不會， 那麼我們可以先嘗試寫出「寫不出東

交通整備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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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旅館業興起，各式觀
光手冊、案內、紀念戳印及鳥瞰圖等陸續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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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你
我生活影響甚大。本館藉由本次書展，與讀者一同回顧超
過一世紀的臺灣鐵道發展及旅遊風貌。

果。他住在火車站的高牆內，在熙攘的人群中穿梭，藏身

02/21（四）
雨果的冒險

於大鐘後方，冷眼觀察來往過客。 隱姓埋名，滿腦子都

片長127分

是秘密。雨果的父親在修理博物館機器人的過程中離奇死

[英]

Hugo

去，為了找出父親留給他的訊息，雨果開始修理這個機器

壞消息是，這是每個人都有的煩惱──功課、筆記和作

線及其他支線陸續完工，再加上糖業鐵道、林業鐵道、礦
交通網絡系統。

木商傑克及他女兒的幫助，希望藉此找出男孩與巨龍的真

故事主角是一個生活在30年代法國巴黎的12歲孤兒--雨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它們可以幫助我們，一起脫離熊貓眼的輪迴。

業鐵道等產業鐵道，以及私營鐵道和道路，構築起臺灣的

[英]

龍冒險，就此展開！

寫累史的終結

1908年縱貫鐵道全線通車，其後，海線、宜蘭線、臺東

109年1-6月雙和藝廊展覽檔期開始申請囉！

親的故事是無稽之談。為了深入謎團，葛瑞絲經由本地伐

片長103分

林獵捕巨龍，以獲得豐厚的賞金，一場聚集各方人馬的尋

電話：(02)2926-6888 #3519 呂小姐

人，然而這卻引出更複雜、驚人的秘密，並從此改變了雨
果的命運！

業；好消息是，解決的辦法近在眼前。讀完桌上的「經典」，

高雄的南北縱貫鐵道事業。

她父親一直以來所說的傳說巨龍，但她一直以來都覺得父

相，沒想到得知消息的野心人士也蠢蠢欲動，竟想深入森

成在地文化資產。
傳統題材的精巧程度，可呈現創作者獨具巧

深處有隻綠色巨龍艾略特與他為伴。葛瑞絲立刻就想到了

西的感覺」。畢竟，身體力行、產出文字，才叫作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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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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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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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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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宣告黎明的露之歌

片長113分鐘

日期：02/02（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故事童樂會

步邀他加入他們所組的樂團「塞壬」，他心不甘情不願地前往
練習場地人魚島之後，人魚少女-露出現了。海連續好幾天都和
露一起行動，因此漸漸敞開心扉，開始願意表達自己的感覺。
然而，日無町的居民自古以來就認為人魚會招來災厄，再加上
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發生，導致露與鎮上居民之間產生巨大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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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三）△ 韋伯斯特的歷險 / 慧民 阿姨
▽ 虎爺幫幫忙 / 蘋果 阿姨
2/20（三）△ 哈囉!你要什麼 / 櫻桃 阿姨
▽ 慌張先生 / 楚萍 阿姨
2/27（三）△ 我贊成 / 鳳梨 阿姨
▽ 飯糰忍者 / 梅德林魔法師

閡。後來小鎮遭遇嚴重危機。海能憑藉發自內心的真誠吶喊，拯救日無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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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我的弟弟跟你換》 故事戲劇時間
日期：02/23（六）11：00－12：00

臺灣學系列講座延伸閱讀書展

對象：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

繪本主題書展

自由參加（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2019 中山樓新春賀禮

歐洲繪本大賞
電話：(02)2861-6391

地址：臺北市北投區陽明路二段15號 (陽明山中山樓)

春節開春禮 2/1～3/3
凡參觀中山樓民眾，出示門票兌換小花燈。
(索取地點：駐警室)
花季入樓禮 2/15～3/17
搭乘花季公車並參觀中山樓民眾，憑門票兌換小花燈。
(索取地點：駐警室)
文創滿額禮 2/1～4/30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日期：01/02～02/27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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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式文化衝擊─隱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德式價值觀
地點：4F 4045教室

莊適瑜 主講（輔仁大學德語語文學系 助理教授）
「德國人搭車會逃票嗎?」
「德國首富是做哪一行的?」
「德國人的幽默是什麼樣?」
「德國最常見的超市長什麼樣子?」
「德國人最常看的報紙裏頭到底寫些什麼嗎?」
今年國際書展主題「德國」，本場講座特邀請
輔仁大學德語語文學系莊適瑜助理教授，以德國文
化角度帶領您神遊德國的超市、地鐵站、書報攤、
餐廳和公園等場所，體驗德國人的日常生活，一步
步回答上述的種種問題，歸納出德國人所珍視的價
值和其所冀望的未來，並進一步思考其成因。

出版品訂購請讀我

電話：(02)2926-6888 #4221 陳先生

電影聽賞活動

你會在那裡嗎？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片長110分鐘

時間：02/23 (六) 14：00－17：00
地點：5F 參考室書展區

臺灣的鐵路建設，始自清臺灣巡撫劉銘傳的規劃及完成部分的路段。西元1908
年10月24日，臺灣西部縱貫線鐵路全線正式通車營運；同時，臺灣總督府亦於臺中
公園內，由日本載仁親王主持，舉行「縱貫鐵道全通式」慶祝儀式。鐵路，這個象
徵文明先驅的現代化設備，在臺灣的鋪設、相關設備與制度的建立，及其對臺灣政
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產生的影響，一向是研究者關注的重要議題。本館館藏與鐵
路建設及營運相關的計畫書、報告書、統計書、期刊等，也一向是研究者經常使用
的資料。現在，我們不妨換一個角度，透過報紙雜誌、旅遊日誌、筆記或旅遊簡介
等等較為軟性的資料，重新看看現代化設備是如何進入一般人的生活中。唯有一般
人能在實際的生活中利用這些現代化設備，享受這些設備帶來的便捷，或許才是真
正的邁入「現代化」吧。

地點：1F 簡報室

導賞人：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秀賢是一位事業有成的醫師，某次在柬埔寨
的醫療救援行動結束後，當地村莊老人送給秀賢
一瓶「時空穿梭」神秘靈藥，10顆閃著金光的小
藥丸，能讓秀賢有10次返回過去，改寫命運的機
會。於是他決定要返回30年前，拯救當時死於意
外的女友妍雅。然而，他回到了30年前，遇到
年輕時的自己，秀賢該如何說服「自己」拯救女
友？如果拯救女友意味著未來的一切將被改變，
包括他深愛的女兒可能不在人世，秀賢有勇氣做
出他想要的改變嗎?

購買中山樓文創商品滿500元以上，即贈送小花燈。
(索取地點：文創品販售區)
休館日：國定假日 2/4～2/8、2/28

2

2019

「德國人通常幾點開始上班?」

坐火車鬥陣來
時間：01/02～03/01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時間：02/20 (三) 14：0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故事帶領者：世界宗教博物館 奇幻精靈劇場

金豬小花燈大放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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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歷史畫
帖》。
這些畫作從西拉
雅族捕鹿開始，繪及荷蘭統治、熱蘭遮城、普羅民遮城、鄭成功和
荷軍的海戰、清治時期的臺南，到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歷史，色彩
亮麗，是認識臺灣史的好材料。本館就原畫帖中前頁的原始解說加
以翻譯，並打上燙金編號，限量發行200冊，歡迎讀者收藏。期待
藉此出版，一方面更加拓展史料運用的面向，另一方面，也能加深
眾人對於臺灣史的認識，珍惜我們的歷史。

閱讀講座

講 座

鬱寡歡的他在學校也很消極。有一天，海的同班同學國夫與遊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教室

親子活動

町，和父親以及身為陽傘工匠的祖父，一家三口一起生活。鬱

電話：(02)2926-6888 #5413 蔡小姐

經典重現！《臺灣歷史畫帖》復刻號，限量發行中！

聽故事時間
時間：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國中少年-海在雙親離異後，遷居到凋零的漁港小鎮-日無

繪本童書園

臺圖出版品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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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 拱 福 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