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
片
欣
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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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出狀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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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牌業務員  Bye bye German
■播放場次：09/22 (日) 一場 /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為了移民美國，從集中營倖存的大衛和幾位猶太友人合夥經營布莊。在大衛的獨到訓練之下，

他們挨家挨戶推銷，善用謊言和故事讓對方卸下心防買單。大衛總是能藉笑話得到客戶的完全

信任。他們專找非猶太裔德國客戶下手，所以毫不內疚，甚至感到一種復仇的喜悅。就在事業

起步同時，大衛遭到美軍訊問，懷疑他曾和納粹合作、殘害同胞。究竟是背負了怎樣的故事，

大衛才能逃離死亡陰影？大衛又為何總能玩世不恭地說笑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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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片長103分鐘 [德] 

09/05（四）

羅曼律師

 Roman J. 
Israel, Esq

在美國司法體系負荷過重的現代，羅曼是一位充滿理想主義的辯護

律師， 當他被迫離開任職的公司，加入其他汲汲於名利的事務所，

無法再向過去一樣替正義發聲、向金錢妥協的自己，令羅曼陷入倫

理價值的掙扎……。

片長125分

[英]

09/12（四）

找藉口有限公司

Alibi.com

桂格與朋友創設一家新型服務業「找藉口有限公司」，專門編造各

種藉口對付客戶想瞞騙的對象，策畫無懈可擊的計謀，確保客戶安

全下庄。使命必達的周全服務，讓他們的業績蒸蒸日上，連小學生

都委託他們幫忙翹課。在一次執勤過程，他對一位小姐一見鍾情，

偏偏她最厭惡男人說謊，桂格只好隱瞞身分繼續談戀愛。沒想到，

當她帶他見父母時，他發現她的父親竟然也是客戶之一，這可怎麼

辦呢？左右為難的桂格，最後是否能成功脫身呢?

片長90分

[法] 

09/19（四）

【紀錄片】

時尚天后的

繽紛人生

Iris

艾瑞絲愛普菲爾高齡94歲，卻是個能將時尚、藝術與人文熱情轉

化為生命能量的女人。小時候參加紐約洛曼百貨週年慶時，一位時

髦貴婦叫住了她：「妳不漂亮，永遠也不會變美，但沒關係……妳

超有型。」長大成家之後的她，與丈夫開立室內設計公司，成立私

人紡織工廠；她甚至環遊世界、四處為客戶尋找獨一無二的珍奇擺

飾，就連白宮也是她的客戶之一……。

片長80分

[英] 

09/26（四）

模仿遊戲

The imitation game

二戰期間，德軍研發出無法破解的通訊加密裝置「恩尼格瑪」，可

將所有機密轉換成亂碼發送出去，全世界如臨大敵……，天才數學

家艾倫圖靈奉命協助英國政府破解「恩尼格瑪」。他率領百位頂尖

解密專家，經過無數挫敗， 終於破解了史上最難解的謎，及時拯救

各國無數性命。但同時，英軍卻發現他最不可告人的秘密……一個

扭轉戰爭的天才，如何解救自身的危機?

片長114分

[英] 

雙和藝廊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播放場次：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這裡有玫瑰花，就在這裡跳舞吧！永和社大
20週年師生聯展
 日期：09/18～10/02        地點：4F 雙和藝廊 

創校於1999年的永和社區大學，即將在2019年9月歡度20周

年。本次以精緻化、在地化與社區化為主軸，以雙和在地命題，

展出攝影、油畫、水墨、書法、素描及陶藝與纏花等大類，呈現

20年來藝術師生創作的精華。其意義不僅止於社區大學的學習成

果展現，更是對照在地生活，透過藝術表達、提煉而成之公民美

學觀點。作品包羅萬象，蘊含豐富在地人文風情，也希望藉聯展，互相交流及切磋，

提昇雙和地區文化藝術風氣，以期達到生活藝術化之理想。

你走過的路比別人吃的飯還多，經歷這麼長的時間，愣頭愣腦的

兩腳書櫥，已經成為博學的行動百科全書。現在的你，不需要在車水

馬龍中趕車打卡，能夠會會老友談談老後，吃飯打卡。新的生活或許

令人感到漫長，覺得手足無措，若還不知道要做些什麼，可以翻開眼前的書籍想想，

期待你在人生七十起跑之後，變得更快活！

慢活風景

再等一會，便可翱翔在那片天空，獲得真正的自由。回頭看看這

隻聒噪的老鳥，儘管碎念讓人煩躁，現在瞧瞧，又希望時間停下，永

遠不要離巢。難道，所謂「成長」就是能夠離開的毫無掛念、輕鬆灑

脫？別不小心掉入二選一的陷阱，羈絆與情感無法說斷就斷，學習獨

立可以讓你練習把他人的需求撐起來，待到時機成熟，不再是翅膀沒硬的菜雞的時

候，其實，你們可以比翼遨遊。

 日期：08/27～09/29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等待起飛的那段日子
 日期：08/27～09/29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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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欣賞                                    電話：(02)2926-6888 #3519 呂小姐

109 年 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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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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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下半年度展覽

場地」。詳細內容請上本館網站查詢。 

臺灣藝文特展                               電話：(02)2926-6888 #5413 蔡小姐

弦歌不輟 ─ 新北市教育影像及文物特展
 日期：4F 08/21～09/15、6F 108/08/21～109/01/12 

 地點：4F 雙和藝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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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與新北市圖合作，共同展出新

北市早期各所小學的校門、校景，甚至包括已隨翡翠水庫的闢建

而沉入水中，再也見不到的校園，都是相當珍貴的影像。同時，

我們也向各區百年小學商借各種珍貴的校史文物一同展出，使展

覽內容更加豐富。回顧百餘年來新北市各區小學的發展，如同翻閱一部精彩的新北市

史。弦歌不輟，鐘聲仍響，讓我們從珍貴的教育影像及文物，共同溫習那些揹著書包

上學去的時光。

臺灣圖書醫院特展                         電話：(02)2926-6888 #4217 徐小姐

幀·本事特展

 日期：9/21 (六) 開展        地點：5F 特展室 

本館與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暨圖書館合作展

覽圖書館典藏，介紹中式圖書、日式圖書裝幀及西方書籍

裝幀的特色及工具，今年9月21日，於本館5樓特展室展

出。現今用於承載與傳佈知識的媒材發展出越來越多不同的型態，影像的、聲音的、

數位媒體的資料日漸增加，但此一趨勢迄今卻仍未真正威脅到紙本圖書的製作、流通

和保存，圖書館內的典藏也依舊以此種資料為大宗。因此，圖書文獻修護工作已然成

為重要的一門技術。在修護圖書之前，必先了解圖書的基本結構及形式。發現不同圖

書裝訂形式所展露的繽紛丰采，正是本次合展的主要任務。

全片透過能源再生角度，訪談許多社運工作者，以故事與案例激勵

全世界一同努力，打造出更美好的明天。

主辦單位：靈鷲山佛教基金會  合辦單位：國立臺灣圖書館、世界

宗教博物館發展基金會  ◎ 8/19 (一) 開始報名，報名者優先進場。

明日進行曲
 時間：09/08 (六) 13：30－16：30 (含導賞時間) 

 地點：1F 簡報室

生命和平‧地球永續─環保電影活動     電話：(02)2926-6888 #3519 呂小姐

 時間：13：30 (開放入場，額滿為止)        地點：1F 簡報室 

2019臺灣紀錄片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9/03 (五)  14:00   如果海有明天 (普) 50 分鐘 / 簡毓群 導演

9/10 (五)  14:00   邊境啟示錄 (普) 71 分鐘 / 李立劭 導演 / 映後座談

9/17 (五)  14:00   夢想騎士的誠品之旅 (普) 90 分鐘 / 陳懷恩 導演

主辦單位：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

金會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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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空                                            99分鐘 

 時間：09/20 (五) 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參加對象：身心障礙者優先入場，並歡迎樂齡族群及有興趣的民眾參加

「聲歷其境」口述影展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 第49屆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與2012臺北電影節最佳劇情片提名 )

 時間：9/21 (六) 10：00－12：00     地點：5F 圖書醫院     寫意時光隨身筆記本

 時間：9/21 (六) 13：30－16：30     地點：5F 圖書醫院     創意露背裝幀

臺灣閱讀公園系列活動      

秋悅豐收 樂閱讀   時間：9/21( 六 ) 09:00-20:30

時間 活動名稱 / 講師 活動地點
參加對象 / 名額 /

報名方式

09:00 － 17:00 Fun 書去旅行─漂書集點趣
1F 中和門 
電梯梯廳

一般民眾 /
自由參加

09:00 － 12:00 穿越五十、中山樓科技創新展
1F 中和門 
電梯梯廳

自由參加

09:30 － 12:20
臺灣學系列講座：《生命》的
斷裂與和解

4F4045 教室
網路報名 /
現場報名

10:00 － 10:40 「幀．本事」特展開幕式 5F 特展室
一般民眾 /50 名 /

自由參加

10:40 － 12:00
108 年圖書維護工作坊 -「寫
意時光隨身筆記本」

5F 圖書醫院
網路報名 20 人
現場報名 10 人

10:00 － 12:00
柬埔寨歷史與文化遺產介紹 /
講師：馬繼康 ( 旅遊作家 )

B1 樂學室 網路報名

10:00 － 12:00
家庭教育主題活動 -- 如何吃出
健康高智能的大腦 ?

3049 報到 / 子場
3054 合場 / 親場

網路報名 /
親子 20 組

10:00 － 12:00
講座 : 給爸媽的繪「話」課 — 
親子共讀 Do Re Mi / 講師 : 李
家汎語言治療師

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教室

自由參加

10:00 － 15:00 地震趴、掩、穩 ! ？ 1F 大廳 ( 館前門 ) 自由參加

11:00 － 12:00 「地震來了該怎麼辦 !」 1F 簡報室
一般民眾 /70 名

/ 自由參加

13:30 － 16:30
108 年圖書維護工作坊 -「創
意露背裝幀」

5F 圖書醫院
網路報名 20 人 /
現場報名 10 人

14:00 － 16:00
【熊貓警察】繪本遊戲工作坊 
/ 講師：繪本作家 - 信子老師

4045 教室
親子 20 組 /
報名參加

14:00 － 16:00
柬埔寨生活中的布織品運用 /
講師：李佩香老師

3054 教室 網路報名

14:00 － 17:00
國片旋風《盲人律師》電影搶
先看 & 導演映後座談 
/ 講師：洪成昌導演

1F 簡報室 自由參加

14:00 － 16:00
戲劇活動：喵！我們的故事 -
中和區樂齡學習中心復興國小

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教室

自由參加

14:30 － 15:30
「108 年臺灣圖書館之美寫生
比賽」頒獎典禮

1F 大廳 ( 館前門 ) 得獎者及家長

14:00 － 14:50 《FUN 心玩國樂：古典遊樂園》 B1 樂學室
網路報名 /
自由參加

15:00 － 15:50
《FUN 心玩口琴：口袋裡的音
樂魔法》

B1 樂學室
網路報名 /
自由參加

16:00 － 18:00 露天音樂會
博愛門前 

小葉欖仁區
自由參加

18:30 － 19:20
《秋趣•弦來：心弦室內樂團
音樂會》

B1 演藝廳
 ( 國際會議廳 )

網路報名 /
自由參加

19:30 － 20:20 《FRESH 劇場：布克山的歷險》
B1 演藝廳 

( 國際會議廳 )
網路報名 /
自由參加

18:30 － 20:30 星空電影院 : 摯友維尼 創意廣場 自由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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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9/04（三）△ 子兒，吐吐 / 櫻桃 阿姨         

                   ▽ 母雞生了一頭牛 / 蘋果 阿姨

 9/11（三）△ 大象小象去哪裡? / 淑慧 阿姨                      

                   ▽ 刷牙小小兵勇闖蛀牙王國 / 梅德林魔法師

 9/18（三）△ 誰吃了我的蘋果? / 素娥 阿姨           

                   ▽ 我是湯匙 / 楚萍 阿姨

 9/25（三）△ 最愛的，是我 / 一蕙 阿姨                  

                   ▽ 不喜歡下雨天 / 繼英 阿姨

邱伯奇（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七救災救護大隊 隊員）

火災可以預防，那地震呢？目前有方法預防嗎？地震為什麼這

麼可怕？本次講座特選定於9月21日與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七救災救護大隊合辦。在

地震中除了趴下、掩護、穩住，難道沒有其他可做的事情嗎？什麼是黃金三角？地震

避難包該有什麼內容？一般人對地震有什麼誤解？難道地震結束後就可以安安心心回

家了嗎?針對這些問題，為大家的觀念有所澄清。

彩虹小馬大電影                                        片長99分鐘
 日期：09/14（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友情就是最棒的魔法!紫悅公主與全小馬國正在歡天喜地籌備

友誼節，但風暴王的手下幻影卻帶著大軍來摧毀小馬國，她們必

須離開小馬國，找到一位河馬公主，才能救回三位公主。紫悅公

主就在好朋友的陪伴下，展開一段不可思議的奇幻冒險，途中也

受到很多新夥伴的協助，而她們的友情是否能瓦解風暴王和幻影

的黑暗勢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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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開學日
 日期：09/01～09/30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媽媽，今天是我第一天上幼兒園耶!》，怎麼媽媽比我還緊

張?!《騎著恐龍去上學》，這真是最酷的交通工具了。《快樂小

學開學嘍!》，咦?學校圍牆外怎麼有一隻大野狼?!在《小阿力的大

學校》裡，除了難綁的鞋帶，還有沒有令人擔心的事會發生呢?《我的新老師是巫婆

嗎?》，嘿嘿嘿!讓我們繼續看下去。本月親子資料中心為了即將上學的小朋友，準備

了一系列與學校相關的繪本好書，歡迎大小朋友一起到館賞讀。

 地震來了該怎麼辦!
 時間：09/21 (六) 11：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影片欣賞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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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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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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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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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柬埔寨歷史與文化遺產介紹(吳哥王朝的藝術文化)

柬埔寨文化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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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信凱（「古殿樂藏」唱片藝術研究中心 殿主）

1.臺灣最後營運階段的蒸氣火車歷史聲音採集。2.原住民生活音樂歷史聲音採集。

3.臺灣宗教、南北管、國劇歷史聲音採集。4.臺灣1970年代民歌的歷史聲景。

聆聽1970年代臺灣的歷史聲景
 時間：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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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沛    （馬偕醫學院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 副教授）

1.運動、瘦身和健美──我們對身體、健康的視覺型概念。2.從天籟之音到聽之以氣

3.我的聽力如何──臨床的評估方式。4.聽覺與眾不同之處。5.聽覺鍛鍊如何可能。

6.因聽而覺，由覺致樂。

耳朵借我做瑜珈 ─ 從聽力檢查到聽能鍛鍊
 時間：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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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我們的故事》戲劇表演

 日期：09/21（六）15：00－16：00     地點： 視障資料中心 B1

 故事帶領者：新北市復興國小樂齡玩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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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齡戲劇活動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行動載具雲端悠遊樂                  電話：(02)2926-6888 轉4211或4223 吳小姐 

對      象：凡對課程主題有興趣者，歡迎報名參加。

上課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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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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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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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間：09/21 (六) 10：00－12：00    地點：B1 樂學室   參加對象：一般民眾60人

馬繼康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

柬埔寨生活中的布織品運用 --布的操作，玩具

 時間：09/21 (六) 14：00－16：00    地點：3054 教室  

 參加對象：一般民眾40人 / 備取5人

李佩香（柬埔寨籍） (餐桌上的家鄉料理講師)

柬埔寨廚房初體驗 (彩色涼拌高麗菜)

 時間：09/22 (日) 10：00－12：00     地點：B1 樂學室  

 參加對象：一般民眾30人 / 備取5人

孫雅雯（緬甸籍） (餐桌上的家鄉料理講師)

電影欣賞：遺失的映像 (紀錄片) 

法文發音中文字幕 / 96分鐘 / 

坎城影展一種注目最佳影片，釜山國際電影節亞洲年度電影人獎

 時間：09/22 (日) 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參加對象：自由參加 / 60人 ◎ 請上網報名 ◎ 

黃欣儀（本書作者；輪椅導遊）

本書呈現作者從青春年華、生病、坐上輪椅、失婚、漫長復健

到成為輪椅導遊的心路歷程。作者傳達了無障礙旅遊的重要概念，

包括行程、景點、交通與食宿方面的安排，要如何符合輪椅使用者的需求。同時，也

從帶團遇到阻礙當中，倡導通用設計，以及無障礙資訊的透明化。

無障礙旅遊：跟著輪椅導遊玩台灣
 時間：09/17 (二) 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給爸媽的繪「話」課 ─ 親子共讀Do Re Mi

 時間：09/21 (六) 10：00－12：00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 B1研習教室

 合辦單位：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兒童發展評估療育中心 

李家汎（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兒童發展評估中心、臺北市語言治療師公會理事長）

根據醫學研究，新生寶寶腦重量370公克，1歲時是成人的60%，2歲時為成人的

75%，3歲時腦容量已漸趨近成人，因此嬰幼兒時期是語

言、認知、記憶等面能力高速發展的關鍵期。本講座特別

邀請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兒童發展評估中心李家汎

語言治療師為我們介紹與孩子親子共讀的技巧，透過活動

及閱讀啟發孩子的溝通語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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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盲人律師》電影搶先看&導演映後座談
 時間：09/21 (六) 14：00－17：00    地點：1F 簡報室 

 合辦單位：牧風電影事業有限合夥

閱讀公園活動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1) 數位e生活，閱讀e世代  09/11（三）14：00－17：00

閱讀公園活動                               電話：(02)2926-6888 #2120 闕小姐

(2) 科普新視界，堡圖觀古今 09/25（三）14：00－17：00

機器戰士TOBOT ─ 機器人軍團的襲擊            片長82分鐘

 日期：09/28（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博士帶著雙胞胎兄弟雷恩與柯利一家人到濟州島旅行，一家

人過著愉快的旅行時光，一直到博士接到了工作的緊急電話為

止。他必須回到公司參與一場會議，雷恩與柯利懷著失望的心情

等待著父親回來。同時間，平靜的島嶼遭受來自海底巨惡機器人

軍團的襲擊。

  為了與你相遇                               101分鐘 

 時間：09/28 (六)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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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賞人：黃英雄老師（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 B1演藝廳座位計有500席，放映前30分鐘開放入座，視障者優
先入場，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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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斷裂與和解
 時間：09/21 (六) 09：30－12：20    地點：4F 4045 教室  

吳乙峰（導演、桃園光影電影院總監）

「現實像一把殘酷的鏡子，經常荒謬的逼得你無處可逃，當你鼓

起全身的氣力，要擊潰它的時候，它卻一溜煙的不見了。幸好，偶爾在真實中也會碰

到一絲的溫暖，那個溫暖，就足以讓你喘過氣來，繼續走下去……。」生命如此地不

可預期，我們又該如何去看待那些突如其來的破碎，在時間的長河裡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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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摯友維尼                                            片長104分鐘

 時間：09/21 (六) 18：30－20：30   地點：創意廣場（歡迎民眾自行攜帶野餐墊及美食）

 雨備場地：本館 1F 簡報室（室內禁止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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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方式:請事先寫下指定書之心情文字 ( 300以內文字 )。採預約審查，名額10位。

可與王瓊玲老師對談，亦歡迎旁聽。( 詳見本館網站或服務臺索取DM )

下午茶時光(一)：小說《美人尖》與豫劇、歌仔戲、廣播劇
 時間：09/01 (六) 14：00－15：40    地點：6F 6030室

與駐館作家有約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洪成昌（導演）

改編自臺灣史上最大職業災害求償案。劇情描述一位沒有訴訟經驗的盲人律師李

政鴻，無意間接手了一件難度極高的求償案件，他要為500多位受害員工，向臺灣美

國光電公司與控股公司求償。究竟結果會是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