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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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您依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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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海共存》主題電影院

展 

覽

俗話說得好：「民以食為天。」每個人的記憶都有一個最熟悉的

味道。本館一直想辦理烹飪為主題的書展，無奈，光魯川粵蘇閩浙湘

徽八大菜系書目就超過，怕是某些讀者更偏好其他菜系的選手。該怎

麼辦呢？書展還是得辦，那就讓我們回歸初心，介紹最基本的生活必

需品「柴米油鹽醬醋茶」，食材、調味料和辛香料都說完了，接下來就交給你的味

覺，試著組合出心目中的好味道吧！

烹飪書展就「醬」辦

「叮咚！」這是烤箱的聲音，表示可以上菜了。但，明明照著食

譜做了，這道烤鴨感覺會被某個魔鬼主廚說：「你烤的鴨子生到可在

水裡游。」究竟是哪個步驟出錯？還是某個創意發想過了頭？無論如

何，再試看看吧，不必出師，至少要煮得好吃。邊看書調整火候，邊

祈禱能拿出最棒的成果，自炊的醍醐味，就在不斷地試探及摸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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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05/28～06/23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自煮上菜不失敗
 日期：05/28～06/23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碧海藍天  The Big Blue
■播放場次：06/23 (日) 一場 /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我身處那片湛藍, 總會找不到浮出水面的理由。賈克與恩佐是一起長大的好友，同樣都

對潛水與海洋充滿熱愛，一向好勝的恩佐總是把賈克當做敵手。長大後，恩佐重遇賈

克，兩人相約一同參加潛水極限比賽，隨著比賽的進行，賈克一次次突破極限來到深

海，每次回來都更加沈溺於深海的幽藍中。在一場最後的對決中，賈克受了重傷卻仍

發了瘋的獨自潛入海底，在深海裡，他看見了一隻海豚……。

★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

加入 FB 粉絲
團，來跟我
們互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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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
更快速獲得活
動訊息 !!

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519 呂小姐

青少年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519 呂小姐

片長169分鐘 [英] 

06/06（四）

宣告黎明的露之歌

 Lu over the wall

日無是有美人魚傳說的一個漁港。初中生海在父母離異後，跟隨父
親來到日無。 海因為父母離異而鬱鬱寡歡，直到他發現自己的音
樂竟能引起人魚女孩露的共鳴。露對海說：「我要和大家當好朋
友。」但當人們發現傳說中的人魚現身，紛紛盤算著利益關係，廣
受歡迎的露，究竟是找到更多朋友，或只是被當成珍奇異獸的物品
呢？

片長111分

[日]

06/13（四）

【2019地球影展】

魚線的盡頭  

本片由歐美各地之民間組織及基金會贊助拍攝，耗時兩年講述海洋
漁業資源過度捕撈的現象。我們可以看見全球人類對魚類的鍾愛所
帶來的影響。如果大家未曾想到海洋出現的警訊，進而採取行動，
漁業產業的末日則將為期不遠，許多仰賴海產為生的地區也將會面
臨到嚴重的饑荒問題。

片長83分

[英] 

06/20（四）

【2019地球影展】

海鯖迴家 

海鯖是海裡的鯖魚，黑潮的湧昇讓鯖魚如同恩賜般，每年來到南方
澳。
曾經，這裡被稱為「鯖魚的故鄉」，但近年來魚兒越來越少，究竟
發生了什麼事?我們是否慢慢消耗殆盡這個黑潮的恩賜?
2017年，有12個人用獨木舟渡過黑潮的湧浪，記憶每一隻為人類被
抓上岸的鯖魚。這不僅是一個獨木舟的冒險計畫，而是一個為了鯖
魚划行的旅程，因為海裡的鯖魚就如同我們，都接受著大海的養育
長大，都是大海的兄弟與子女。幫助牠們，其實就是幫助自己。

片長83分

[中] 

06/27（四）

【2019地球影展】

日本再生 ─

尋找新能源典範  

帶領福島災民打官司的河合弘之律師，經常被問到「不用核電，又
要保持電力穩定，要用甚麼電呢？」、「再生能源又貴又不穩定，
大量使用不會造成缺電嗎？」。他與日本再生能源政策專家飯田哲
也先生，花了一年半的時間，拜訪了7個國家與地區，了解他們如
何解決能源需求的問題，製作完成這部「日本再生－尋找新能源典
範」影片。

片長90分

[日] 

影片欣賞                                     電話：(02)2926-6888 #3519 呂小姐雙和藝廊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筆痕墨跡 ― 史博館館藏名家書畫展
 日期：06/11～07/21        地點：4F 雙和藝廊 

國立歷史博物館自107年7月進入閉館整建時期，此次與

本館合作辦理展覽，精選館藏水墨書畫作品展出。以書法及水

墨作品同場展示，藉此介紹水墨書畫風格特色，欣賞不同書畫

家的筆墨技巧，讓觀眾感受到書畫藝術的魅力。走進展場，觀

眾彷若走入畫家心中的深邃造境，浸沁在臺灣美術的長河之

中，流淌彌漫、默化潛移。

108年夏季閱讀公園                                      電話：(02)2926-6888

繽紛夏日 樂閱讀   時間：6/15( 六 ) 09:00-21:00

時間 活動名稱 / 講師 活動地點
參加對象 / 名額 /

報名方式

6/10-7/8 大廳
09:00-21:00 
( 周一休館 )

博愛門前廣場
09:00-22:00

「夏游書香 ‧ 臻愛樂讀」書展 大廳及博愛門廣場 自由參加

09:00-17:00 Fun 書去旅行─漂書集點趣 中和門電梯旁 一般民眾 / 自由參加

09:30-12:00 AI 智能機器人─波比見面會 1 樓大廳 一般民眾 / 自由參加

10:00-11:00

「筆痕墨跡—史博館館藏名家書
畫展」暨「窗子 ․ 盒子 ․ 鏡子
─史博館館刊《歷史文物》300
期展」開幕式

4 樓雙和藝廊 一般民眾 / 自由參加

11:00-12:00

「筆痕墨跡—史博館館藏名家書
畫展」導覽活動
* 規劃無障礙導覽活動，提供語音
導覽及專人導覽 -- 開幕當日配合
手語導覽 / 展期間規劃視障 / 聽
障導覽各 1 場次

4 樓雙和藝廊 一般民眾 / 自由參加

10:00-11:30
教出滑世代的高 EQ
( 人人樂書香—家庭教育及全家共
讀活動 )

3052 及 3049
市民教室

親子 20 組 / 報名參加

10:00-12:00
星讀物語 ─ 人生成功養成術 
-- 宋怡慧老師

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教室

自由參加

10:00-17:00 書展 : 星空下的閱讀旅行 視障資料中心 自由參加

10:45-12:00
與作家有約「《台灣山林百年
紀》」─ 李根政執行長

1 樓簡報室
一般民眾 /70 名 /

線上報名 & 自由參加

13:00~16:30 108 年臺灣圖書館之美寫生比賽
B1 文化走廊 ( 水源會

館旁 )、四號公園
網路及現場報名 /

名額不限

13:30-16:30
篆刻 " 印 " 中山樓─ DIY 體驗活動
-- 劉冠意老師

6030 會議室
國中 ~ 成人 (30 名 ) / 
官網報名及現場報名

( 費用 100 元現場繳費 )

14:00~16:00
《營造環境友善的公民電廠》
─ 陳雍慧老師、黃嘉瑩老師

3052 市民教室
一般民眾 25 人 / 線上報

名者優先

14:00-15:00
多元文化活動啟動
樂在多元 ‧ 閱動新視界

1 樓臺灣藝文走廊 自由參加

14:00-16:00
「達人對談 Non-Stop」─ 
《旅行催落去》 
 林信廷老師 / 阮安祖老師

1F 簡報室

一般民眾 /
身心障礙者

70 名 / 需線上報名 /
現場排隊候補

14:00-16:00
浮雲有紙藝 - 染紙工作坊
─ 徐健國老師

5F 圖書醫院
網路報名 20 人
現場報名 10 人

14:00-16:00 【小熊與安妮】繪本遊戲工作坊 4045 教室 親子 20 組 / 報名參加

14:00-17:00 童遊越南水上市場
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教室

32 名 / 報名參加

16:00-18:00 露天音樂會 ( 戶外演奏 ) 勵學廣場漂書小站旁 自由參加

19:00-21:00
星空電影院 : 摯友維尼 
( 戶外電影 )

創意廣場
自由參加（歡迎自備美

食及野餐墊）

星空電影院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摯友維尼                                           片長104分鐘

長大成人後，生活忙碌，現實生活是殘酷的，公司營運不

佳，排山倒海的壓力讓克里斯多弗喘不過氣。這天，老闆給了

他一個天大的難題，要在週末想出扭轉乾坤的商業計畫，不然

公司就要開始裁員。腸枯思竭、筋疲力盡，就在克里斯多弗最

不知所措的時候，一個熟悉的小身影突然出現……。

 時間：06/15 (六) 19：00－21：00    參加對象：一般民眾自由參加

 地點：創意廣場（請民眾自備美食及野餐墊）    

 雨備場地：1F 簡報室

※【宣告黎明的露之歌】播放場次為2場，第1場 14:00 起播放、第2場 16:30 起播放。

※【2019地球影展】與荒野保護協會合辦，影片僅播放一場，13:30-14:00 開放報到，

    活動時間為14:00-16:00。(含影片播放與導賞，共2小時)

臺灣文史教學研習                            電話：(02)2926-6888 #5413 蔡小姐

臺灣文史教學研習招生中！歡迎您的加入！

廣受好評的「臺灣文史教學研習」又來囉！今年擴大辦理

北、中、南、東4場次，6月3日起開放報名，特別邀請曾於本

館鄉土教學教案比賽中獲獎的老師，和大家分享館藏應用與教

學的心得，歡迎各級學校教師、圖書教師及公共圖書館員報名

參加！報名方式及活動內容請上本館網頁。

【北區】7月12日（星期五）／ 本館4045教室

【中區】7月16日（星期二）／ 嘉義市文化局圖書館（嘉義市東區忠孝路275號）

【南區】7月18日（星期四）／ 高市圖李科永圖書館（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37號）

【東區】7月23日（星期二）／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系（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1號）

窗子․盒子․鏡子 ― 史博館館刊《 歷史文物 》300期展
 日期：06/11～07/21        地點：4F 雙和藝廊 

《歷史文物》，全名《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歷史文物》，於1961年12月創

刊，是臺灣相當早的一本博物館刊物。初以館務報導為核心，逐漸成為今日推廣歷史

文物美術和博物館學知識大眾化的藝文刊物。於今歷57個年頭、發行300期，值得紀

念的時刻，特規劃此展，展出《歷史文物》創刊號至300期所有書刊，期待與更多人

分享並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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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夏科技大學進修部室內設計系 

107學年度畢業作品成果展
 日期：05/28～06/23        地點：1F 臺灣藝文走廊

華夏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進修部107學年度應屆畢同學，

多為室內設計行業職場相關人士，利用上班之餘進修。同學們

秉持對室內設計的高度熱誠，在老師的指導之下，成績斐然，

藉此展覽發表學習成果，與同好進行雙向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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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美國                                      片長98分鐘

黃英雄老師（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印度北方有個小村吉瓦埔，村民特別嚮往美國，每當有

來自美國的家書寄達時，全村的人都會感到欣喜若狂。拉瑪

雖不懂美國有什麼好，但父母只要一收到哥哥烏迪從美國寄

來的信，就會非常開心。某天，他旅居美國的哥哥突然斷了

音訊，為不讓母親擔心，在好友拉魯鼎力支持下，出發尋找

哥哥烏迪，希望兄弟倆能一同攜手回家……。

 時間：06/22 (六) 14：00－17：00    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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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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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6/05（三）△ 大家一起拔蘿蔔 / 兔子 阿姨         

                   ▽ 布朗克動次動 / 楚萍 阿姨

 6/12（三）△ 獅子的新家 / 梅子 阿姨                      

                   ▽ 舞龜幫幫忙 / 蘋果 阿姨

 6/19（三）△ 長頸鹿不會跳舞 / 鳳梨 阿姨           

                   ▽ 糞金龜的生日禮物 / 梅德林魔法師

 6/26（三）△ 白熊的內褲 / 繼英 阿姨                  

                   ▽ 來幫動物量體重 / 櫻桃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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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根政（地球公民基金會執行長）

本書記錄自1912年以來臺灣森林變遷的歷史，鉅細靡遺的論

述不同時代的執政者分別採取什麼樣的林務政策，而這些政策又

是如何影響到當時的森林，甚至影響到我們現在的居住環境。

山林沒有簡單的答案，作者希望藉本書，可以開啟臺灣山林議題新一波的討論，

讓讀者聽到山林的聲音。

鐵巨人                                                    片長87分鐘

 日期：06/08（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一個來自外太空的巨大機器人迫降地球，並跟著11歲的霍

加回家。年紀小小的霍加現在有了個大朋友，而且面臨了更大

的問題：要如何保守這個有50英呎高的祕密呢？特別是在一個

一心想要逮到外星人的神經探員，帶著一批軍隊前來摧毀巨人

的時候。本片的主角雖然是個機器人，但卻擁有感動人心的神

奇魔力，小男孩與鐵巨人之間的互動形成一場充滿驚奇的冒險

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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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求生記
 日期：06/01～06/30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臺灣位於頻繁活動的地震帶上；每當火山或是陸地、

海洋板塊碰撞，便會引起大小不一的地震反應，嚴重者甚

至會帶來危及生命財產的可怕災害。  

本月親子料中心準備了一系列與地震知識相關的繪本

好書，歡迎大小朋友一起到館賞讀，認識地震、學習保護

自己和家人喔!

《 台灣山林百年紀 》
 時間：06/15 (六) 10：45－12：00   

 地點：1F 簡報室 (10:15入場，額滿為止)

影片欣賞 1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故事童樂會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繪本主題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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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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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安祖&林信廷（公共電視「勝利催落去」主持人）

報名方式：( 限額共70名，額滿為止 ) 

※ 身心障礙讀者：5/20 開始受理報名，請以電話或傳真 (02-2926-3253) 報名。

※ 一般民眾：6/1 起上網報名，請見入口網公告。

身為公共電視行腳節目主持人的講師群藉由一趟趟充滿不可思議的感官旅程，和

讀者分享用「聲音」來收集旅行的精采故事。並於講座中穿插部分感官小遊戲及黑暗

觸覺舞蹈。(欲參加黑暗體驗者，請自行攜帶眼罩，可優先體驗)

旅行催落去
 時間：06/15 (六) 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達人對談 Non-Stop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陳玉水 (台灣越藝新住民文化傳承協進會秘書長)

由陳玉水老師為讀者介紹越南飲食文化，現場還可體

驗製作越南手捲和越南酸辣青芒果喔！

越式廚房初體驗 (參加對象：一般民眾30名，額滿截止)

 時間：06/16 (日) 10：00－12：00       地點：B1 樂學室

「樂在多元‧閱動新視界」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

宋怡慧（丹鳳高中圖書館主任）

大考在即，您還在為讀書如何事半功倍、如何在面試時精準推薦

自己及如何找到好科系(工作)等問題困惑不已嗎？快來服用怡慧老師

的閱讀處方箋，透過適性閱讀的療效，讓您成為炙手可熱的明日之星，歡迎準時墜入

12星座迷人的書海。

星讀物語 ― 人生成功養成術
 時間：06/15 (六) 10：00－12：00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教室

星讀物語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電影欣賞:比特幣大盜 (越語發音中文字幕) 片長115分鐘

 時間：06/16 (日) 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謝世軒 (南洋台灣姊妹會北部辦公室主任)

想了解湄公河上水上市場的交易與征戰嗎？桌遊《水上市場：波濤中的越

南》將透過一張張卡牌與圖騰，帶您認識越南文化，寓教於樂。

1.  介紹越南歷史文化    2.  讀者組隊參加桌遊，體驗越南水上市場文化

童遊越南水上市場 (參加對象：親子32名，額滿截止)

 時間：06/15 (六) 14：00－17：00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教室

越南文化體驗活動

陳雍慧（荒野全國氣候變遷教育委員會-能源議題組副組長）

黃嘉瑩（荒野台北氣候變遷組-節能組副組長）

公民電廠，就是大家都可以參與的社區再生能源電廠，讓自己的綠電自己發，我

們的綠電，是對環境友善的綠電，是節能減碳的綠電；可以拿來自發自用，可以當做

長期投資，可以拿來做為公益、更可以拿來回饋社區！

營造環境友善的公民電廠
 時間：06/15 (六) 14：00－16：00    地點：3052 市民教室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者優先參加，線上報名人數開放25名。

林子涵（荒野保護協會氣候變遷推廣講師）

一、每天生活的事--你我的三餐與氣候變遷、地球暖化有何關聯?

二、如何吃得好又愛地球?

三、趣味互動、分組競賽

餐桌上的氣候變遷
 時間：06/29 (六) 09：30－11：30    地點：4F 4045 教室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者優先參加，線上報名人數開放80名。

閱讀沙龍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

我寫、我演、凝視人生
 時間：06/29 (六) 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者優先參加，線上報名人數開放50名。

王瓊玲（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

王教授創作多年，認為寫作是最能呈現人性多重角度的一種方式。從生活的真實

層面，仔細重建一段段的場景。儘管我們的人生不見得與角色際遇相同，但文字之於

生命的關係，就如王教授在著作跋文中寫的：「在亂離的歲月中，還是有穩定的力量

─那是來自土地的溫暖、來自人性的無邪……。」 歡迎各位讀者參與講座，一同分

享你關注的、你自己創作的、你所觀察到的「百種人生」。

繪本童書園 ―「獵戶座的故事」

 日期：06/01（六）11：00－12：00      地點： B1 樂學室

 故事帶領者：本館第三組閱讀志工 ─ 蟋蟀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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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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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資源推廣課程                                 電話：(02)2926-6888 #4211 吳小姐

圖書維護工作坊                            電話：(02)2926-6888 #4217 徐小姐

6/12 ( 三 )
13：30 ～ 16：30

圖書脫酸介紹與古籍刷印 4F 4045 教室 溫台祥

6/15 ( 六 )
14：00 ～ 16：00

浮雲有紙藝 5F 圖書醫院 徐健國

※ 報名方式：免費參加，4/29開放線上報名 ( 每場30人 )，額滿為止。

圖書維護專題講座                         電話：(02)2926-6888 #4217 徐小姐

張  璉（輔仁大學圖書資訊系兼任教授）

※ 報名方式：免費參加，前三週開放線上報名，額滿為止。

錄取原則：依報名時間先後及現場報名實況，額滿為止。

錄取確認：如取消報名請於每場工作坊前一至三日，以e-mail或電話聯繫相關訊息。

備　　註：全程參與者，覆實核發終身學習時數。

 陽光與香料 ― 略談古人如何護書
 時間：06/12 (三) 10：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完美圖片編修輕鬆學  

 時間：06/05 (三) 14：00－17：00       地點：4F 4045教室

修圖APP種類五花八門，該如何用？藉由本課程，學習實用有趣的攝影與修

圖技巧，輕輕鬆鬆成為美圖編修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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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6-6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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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5期終身學習研習班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歡迎加入學習行列！65期終身學習研習班招生中！

第一階段網路報名︰108年6月25日(二) 10 時起至6月30日(日) 24 時止。

簡章索取：本館1樓服務台、本館網站、活動訊息 / 研習班查詢。報名方式：(詳見招

生簡章) ，招生洽詢：企劃推廣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