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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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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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昨天「加班」了嗎？你是否曾面臨不知該從何下手的工作？

緊湊的生活節奏與多變的工作環境，常常無法容許我們專注在同

一件事上，慢慢思考、好好規劃。

該如何變身事半功倍的效率達人，重溫朝九晚五的快樂人生呢？

掌握自我，就從重新了解「專注」的力量開始！

「專注」的力量

有人說，當秒針動60次之後，就會過去1分鐘。

但你是否常感覺有些異樣，在打開小說、啟動電腦後，彷彿進入

了平行時空。

在那裏，原子鐘震動速度是其他人的兩倍。

等你回神已是期末考前，桃花源外的世界早已天崩地裂。

想避免這個困境，培養良好的習慣與時間管理方法是不二法則。

不想總在熬夜耍廢和熬夜唸書間徘徊吧？善用「時間管理」的力

量，讓我們好好生活、專心學習、盡情玩樂吧！

日期：03/03～04/06     地點：1F 新書展示區 

「時間管理」的力量
日期：03/03～04/06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臺灣好地方 ─ 館藏舊籍地方制度暨方志類書展
日期：即日起～08/30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臺 灣 老 地 名 好 有

趣！「葫蘆墩」是哪裡？

「安平鎮」不是安平？阿

公店、蕃薯寮…老地名

中藏著臺灣史。臺灣在

1920年重新劃定行政區

劃，並進行二戰以前最大

規模的地名變革，許多地

名流傳迄今。

今年逢1920年「地

方制度改正」100周年，

我們特別將館藏與地方制度有關的舊籍與方志整理展出，邀請您一起來看看這些珍貴的

館藏，認識臺灣地方制度與老地名的故事！

歷史的放大鏡 ─ 辛亥革命時期漫畫展
日期：03/10～04/12      地點：1F 大廳 

申請時間：即日起～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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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樓特展                                   電話：(02)2861-6931 #103 黃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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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咕嚕噗嚕（glupplue）看世界

日期：03/10～04/05      地點：1F 臺灣藝文走廊

咕嚕噗嚕是為孩子創作的繪本，過程中作者透過靜心而

得到靈感，藉著咕嚕噗嚕的旅程認識世界。

作者遠山紘一 (Koichi Toyama) 是一個靈性療癒師/樸門

小農，家鄉在熊本。曾旅居西班牙和臺灣從事身體和心靈的

療癒工作。五年前作者定居在臺北市外雙溪的山上。定居臺

灣期間，作者過著自耕生活，偶而參加市集為民眾提供姓名

能量觀測的服務，他用蠟筆繪出靈魂的訊息。2018年愛女

誕生之後，作者開始創作這一系列的作品。

以辛亥革命為主，選取了自1898年具

現代意義的漫畫《時局圖》至1913年間，

於中外報刊上的漫畫，以不同的角度與視野

展現了當時的歷史人物與事件。

電子資源推廣課程               電話：(02)2926-6888 轉4211或4223 吳小姐 

電子書及電子期刊平臺資源之使用  03/11（三）14：00—17：00 ( 延期 ) 

智慧載具雲端悠遊樂 (手機美拍技巧篇)   03/25（三）14：00—17：00 ( 延期 ) 

對      象：凡對課程主題有興趣者，歡迎報名參加

活動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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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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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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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檔期申請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在洛杉磯這座充滿可能性的大城市裡，寂寥的小演員

蜜亞懷抱著明星夢，一邊端著茶水，一邊到處試鏡；落魄

的爵士鋼琴家賽巴斯汀，在昏黃的酒吧靠演奏鋼琴維生，

勉強餬口。同樣追求夢想的兩人在這座城市裡遇見彼此，

陷入情網，相互慰藉扶持，一起追求畢生夢想。但在逐漸

達成夢想的同時，兩人的情感也面臨抉擇和考驗，究竟他們努力成就的夢想，

會成為相愛的阻力還是助力？在夢想與愛情之間，他們該如何選擇？

樂來越愛你 ( 取消 )
時間：03/21 (六) 14：00－17：00  (13:30 開放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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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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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一女校友會 ─ 109年綠園藝文展
日期：03/11～03/29      地點：4F 雙和藝廊 

「綠園藝文展」是由北一女校友會主辦的藝文作品大型

聯展，內容包含國畫、書法、西畫、攝影、布畫、工藝等六

項，全部作品均為北一女校友之創作。

今年展場作品配置互動式語音導覽，提供創作理念及背

景的詳盡介紹，除靜態展出之外，亦特別安排藝術家分享時間，增進與觀眾之交流。

綠園藝文展今年已邁入第九屆，歡迎各界踴躍參觀，共享北一女校友呈現之藝術

體會與美學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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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化
日期：02/22～03/08      地點：4F 雙和藝廊 

數位藝術的圖像創作中，透過內容資料不斷「轉化」，

形成一種新的創作形態，這些形態媒介在虛擬及實體之間來

回轉換，形成有趣的作品。本展覽集結多位藝術家，透過他

們內在思維與生活經驗，轉化成個人的創作，希望帶給觀者

不同的體驗。

溫宥基（臺北市和平高中校長）

TED Talks 是網路上免費學習英文的有效資源之一，除了

可以獲得環境新知之外，還可以學習演講者的演講技巧及演講

組織，增進自身的國際移動力。透過這場分享，可以幫助已有

英語基礎能力的你，透過 TED Talks 的觀賞及自學，在英語演

說及英文簡報功力上，更上一層樓。

看 TED Talks 學英文演說 ( 延期 )
時間：03/21 (六) 10：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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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燕秋（自由作家、輔仁大學全人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在臺灣人的日常生活中，舉凡大宴小酌、祭祀、作月

子、時令進補、烹調食物，皆少不了酒。臺語「燃酒」(hiânn 

tsiú) ，亦即製酒。「燃」(hiânn)是製酒的主要工序，廚房則是

「燃」(hiânn)火煮食的空間。在傳統的性別分工中，家中廚房

是婦女為一家大小煮食的空間，製酒也是家庭煮食項目之一。

在過去，女性是家庭用酒的主要生產者（有如酒廠中的

「杜氏」），以酒維持自己及家人健康，並透過酒品餽贈維持

人際關係。

然而，隨著家庭「杜氏」凋零，傳統製酒技藝逐漸消失，人們對過去女性製酒的

記憶亦不復存在。本講題將從性別、技藝、健康意識的角度呈現臺灣漢人女性的製酒

鴻爪，進而探析女性日常實作中非「專業」技藝與知識價值。

家有杜氏：戰後臺灣女性的生活技藝與知識 ( 延期 )
時間：03/14 (六) 09：30－12：20    地點：4F 4045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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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是相互靠近的練習--

談快樂生活的訣竅  ( 延期 )
時間：03/21 (六) 14：00－17：00    地點：1F 臺灣藝文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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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玉蕙（當代知名作家、教授）

參加對象：一般民眾60名     

報名方式：請掃 QR-CODE 報名

閱讀沙龍集點：參加任一場沙龍即可集１點，集滿３點可獲本館限量

紀念筆１支， 集滿6點之前50名讀者，可獲100元圖書禮券1張。

講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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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4（三）△ 布魯諾有100個朋友 / 兔子 阿姨         

                     ▼ 巫婆阿妮過新年 / 鳳梨 阿姨

 03/11（三）△ 來跳舞吧、綿羊孵蛋 / 梅子 阿姨                       

                     ▼ 媽媽的100張臉孔 / 繼英 阿姨

 03/18（三）△ 小班想要風箏，他很努力 / 梅德林魔法師            

                     ▼ 年糕去澡堂 / 蘋果 阿姨 

 03/25（三）△ 森林裡最恐怖的是誰? / 素娥 阿姨                   

                     ▼ 嗶嗶嗶…帶走 / 圈圈 阿姨

泰瑞的冒險王國 ( 取消 )                            片長106分鐘

日期：03/14（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尋找快樂，從心開始！泰瑞從小最喜歡奶奶寫的童話故

事：一個充滿歡樂的世界，有快樂巫師和呆頭呆腦的龍。長

大後的泰瑞經營著奶奶留下的遊樂園，某日，他意外進入了

奇妙的「動感王國」，這裡跟奶奶書中的童話世界一模一

樣，卻因壞脾氣巫師的詛咒而失去了歡樂。

為了回到原本的世界，泰瑞得協助黎明公主一同找到重

拾歡樂的咒語，一場超乎想像的奇幻冒險就此展開。

聽故事時間 ( 取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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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的小太陽 ─ 林良先生
日期：03/01～03/31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國內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家林良先生，不僅留下了許多著作、詩集以及翻譯作

品，直到過世前仍持續為兒童專欄創作短詩，努力為孩子們留下一盞盞溫暖的光。

這位被暱稱為「林良爺爺」的知名作家，將自己與三個

女兒的互動寫進書中，也讓這一系列的散文書成為臺灣兒童

文學史上一段重要的里程碑。

109年3月親子資料中心為紀念這位文壇巨擘，挑選一

系列好書，歡迎親子一起到館共賞，和我們一起緬懷這位永

遠的小太陽。

不睡覺國王 ( 取消 )
日期：03/21（六）11：00－12：00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教室 

故事帶領者：本館故事志工—蟋蟀家族

對象：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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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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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念繪本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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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雲端閱讀服務                      電話：(02)2926-6888 #4211 吳小姐

奇幻遊樂園 ( 取消 )                                  片長106分鐘

日期：03/28（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一位富有想象力，創造力，擅長數學、建築和工程設計

的12歲小女孩茱恩，她和她的母親每天都會一起異想天開打

造她們專屬的、雄偉壯觀的奇幻遊樂園，卻沒想到它竟然成

為真實。

但是當她鍾愛的遊樂園受到毀滅的威脅，只有她才能夠

拯救她的精心傑作─靠著她無窮的想像力和幾個非常特別的

朋友的幫忙。

 中山樓春季展演活動                      電話：(02)2861-6931 #102 樓小姐  

時間：03/15 (日) 14：00-16：00 ( 13：00 免費入場 )     

地點：中山樓牌樓廣場 

精彩演出：花舞大賽優勝團體、龐克搖滾怕胖團

               饒舌新星—陳婉玲、氣球達人古蹟彩繪趴

春櫻繽紛舞動年輕—音樂舞會

防
疫
宣
導

本館引進 3 家提供電子書計次服務的國內知名電子書平臺 —「 HyRead ebook 」

提供逾 6 萬本、「 台灣雲端書庫 」提供逾 3 萬本、「 iRead ebooks 」提供逾 4 萬

本，合計約 14 萬本電子書暨電子雜誌，可使用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NB、PC等設

備隨時隨地上網輕鬆閱讀。

雲端閱讀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