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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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畫的人正在畫畫》主題電影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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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9/03(四)

寂寞大師

Final Portrait

1964年，瑞士當代雕刻大師賈科梅蒂的個展於巴黎盛大開幕，
美國藝術評論家詹姆斯洛德慕名而來，當他旅行至尾聲時，竟
意外受到賈科梅蒂的邀請：「當我的模特兒，幾天就好」。出
於虛榮和好奇心，詹姆斯答應了他的請求，卻沒想到這幅完成
不了的肖像畫將延伸出一段怪誕的友情！隨著暴躁的藝術家一
次又一次撕毀自己的畫作，詹姆斯在又髒又擠的畫室中不只參
與了一場創作的美麗與混亂，更經歷了天才藝術家的生命孤
獨。狂喜、煩躁、不知所措，在交替的創作心情中，詹姆斯不
禁思考這份天賦究竟是祝福還是詛咒，而賈科梅蒂能否完成他
滿意的最後一幅肖像畫？

片長90分

[英]

09/10(四)

仙人畫家：

熊谷守一

Mori, The Artist's 
Habitat

「我的心裡有一座庭院，能裝下的人很少。我的世界很小很
小，但對我來說剛剛好。」改編自真人真事，藝術界隱士的
傳奇一生。被世人尊崇為傳奇畫家的熊谷守一長達30年不出
門，與妻子秀子堅守家園過著閒雲野鶴的生活。熊谷守一整日
沈浸在宛如森林烏托邦的花園，在觀察大自然生生不息的生物
百態中，激發靈感創作了著名的「仙人物語」。

片長99分

[日]

09/17(四)

童夢：旅美畫家

呂游銘的逐夢旅程

An Odyssey of 
Dreams

這是關於美學被禁錮的年代，一個畫家渴望創作自由，遠走異鄉
逐夢的故事。旅美畫家呂游銘生長在六零年代，在那個藝術教
育不被重視、限制重重的臺灣。他為爭取創作自由而痛苦掙扎，
三十三歲那年，呂游銘出走美國實踐繪畫夢想。三十年後，白髮
蒼蒼的老人像孩子一樣渴望回家，透過繪畫解開深藏在內心已久
的夢魘。本片透過作品、畫家生平與歷史環境相互交纏，呈現臺
灣近代美術教育發展史。

片長79分

[國]

09/24(四)

匿名的畫作

One Last Deal

住在赫爾辛基的畫商奧拉維，總將藝術與工作視為第一，甚至
因此忽略了家庭和親人。在退休前的一場拍賣會上，一幅塵封
的畫作，意外吸引了奧拉維的注意。嗅到商機的奧拉維，決定
在退休前再幹最後一筆交易，只要證實該畫確屬列賓真跡，立
刻價值連城，他就能從中大撈一筆……。但讓他最感納悶的
是：列賓為何要匿名作畫？而這幅未署名的畫作，又如何能證
據出自他手，並飆出驚人的銷售紀錄？

片長95分

[芬]

播放場次及時間：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畫，不只是畫，還可以是一場戲、一個故事。畫家試圖透過作品

傳達他的思想與情感，畫布上的許多元素，分別代表不同的意義。究

竟畫上的空白是留白還是忘記？手上抓條蛇又有什麼含意？你想要多

瞭解一點畫背後的小秘密嗎？

請留步！我們能給你意想不到的收穫！

More Than Painting

日期：09/01～10/04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華彩龍賓 藝海悠遊—鄭雅華&鄭淙賓孿生姐弟彩釉守墨聯展

台灣綠水畫會第30屆會員聯展

日期：09/09～09/20      地點：4F 雙和藝廊 

日期：09/23～10/11      地點：4F 雙和藝廊 

十年磨一劍，離上次「華語賓紛」展覽已超過12年，雖常

在網路平台分享，然小螢幕是無法將作品予以完美呈現，故將

這十多年不曾公開展示的作品於此次「華彩龍賓藝海悠遊」展

覽呈現，以饗愛好藝術之朋友。

鄭雅華以釉下彩、高溫釉上彩繪藝術，將藝術創作的樂趣

融入生活的杯盤食器中；鄭淙賓展出除有小品、橫幅、條幅、

連屏、冊頁等書法外間有水墨及篆刻作品，書法以行草書及楷

書為主，夾陳篆隸甲骨書體，儘量呈現各體書風。

台灣綠水畫會前身係「臺北市膠彩畫綠水畫會」，自黃鷗

波老師及多位前輩畫家創會以來，已歷三十載。膠彩礦岩目前

已成為藝術表達重要媒材，薄施厚塗，隨創作者表達的情境展

現不同肌理。會員相互切磋，力求與時俱進，研發新材料及技

巧，激盪出新思維與風格的創作，多元呈現對自然與人文的關

懷，承載著集體文化記憶，記錄下三十年來的文化軌跡。本次

展出會員作品共56件，將膠彩優雅絢麗，濃淡皆宜的各種風

情，展露無遺。

合辦單位：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潛能開發協會
	 台北市尪公獅子會、中華民國尪公慈善功德會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社團法人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

★提醒您依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雙和藝廊                   電話：(02)2926-6888 #5416 企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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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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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畫人生
播放場次：09/27 (日) 一場 /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改編自美國最狂時事嘲諷漫畫家「約翰卡拉翰」真實故事。

約翰卡拉翰是個熱愛生命、低級笑話與酒精的風流男子，然而一場近乎致命的酒駕車禍讓

他四肢癱瘓，人生從此只剩憂鬱厭世及天天買醉！後來在物理治療師安努的鼓勵下，參加

戒酒自救會的約翰，酒還沒戒成，卻意外發現他的漫畫天賦！儘管筆觸有點簡陋，但對社

會時事的嘲諷吐槽與獨特繪畫風，使他成為報紙上最家喻戶曉的漫畫家！

就在約翰和安努的感情逐漸升溫的同時，戒不掉的酒癮也折磨著兩人的關係，雖然約翰永

遠失去走路的能力，但他能為摯愛勇敢而站嗎？

片長115分鐘 [英] 

捷運	 中和新蘆線永安市場站下車

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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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聲瑟瑟·琴書朗朗

 109年秋季閱讀節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時間：09/12（六）09：30－20：30					

序號 時間 活動名稱/講師 活動地點
參加對象

名額/報名方式

1 09:30－12:20
「臺灣原住民生活文化紀錄
片」主題演講

4F	4045教室 限60名/網路優先

2 10:00－12:00
圖書維護專題講座--不只是檔案
修護(含手縫小書)

5F	圖書醫院
一般民眾/網路報
名20名；現場報
名10名

3 10:00－12:00 四號公園尋寶趣
圓形櫃台後(親子中
心前)、四號公園

親子20名(限6歲以
上)/網路報名

4 10:00－12:00
環境資訊講座－餐桌上的生物
多樣性：談食農和永續海鮮

臺灣藝文走廊
限60名/網路報名
優先

5 10:00－12:00
「健康一起來-創造樂活日常」
系列講座--爸爸、媽媽，我真的
不是故意的！！

B1	視障資料中心
研習教室

自由參加

6 10:00－16:00
「五」告么「獸」讚—中山樓
科技創新互動展

中和門梯廳 自由參加

7 14:00－15:30
「看TED	Talks學英文演說」
講座

4F	4045教室 網路報名優先

8 14:00－16:00
「潭墘」憶往-抓蝦好好玩！/愛
上下雨天故事工作坊）

3F	3052教室、長
廊下方B1空間

親子20名(限6歲以
上)需自備飼養箱/
網路報名優先

9 14:00－17:00
閱讀是相互靠近的練習--談快樂
生活的訣竅

1F	臺灣藝文走廊 網路報名優先

10 14:00－17:00 親子影片欣賞活動 1	F簡報室

13時起親子資料
中心櫃臺領號碼
牌，親子優先，限
額76名

11 14:00－20:30 《穿越黑暗的希望》系列活動		 B1	演藝廳 自由參加

12 14:00－16:00
圖書維護工作坊--粉彩書籤與
燙金

5F	圖書醫院
網路報名10名/現
場報名10名

13 14:00－16:00
《敬祢，這一片海！》海洋環
境講座

6F	6030教室
網路報名20名/現
場報名5名

14 15:00－16:00 音樂會《電吉他演奏》 博愛門小葉欖仁區 自由參加

15 16:30－18:30 露天音樂會 博愛門小葉欖仁區 自由參加

16 18:30－19:30
《心弦．秋歌》心弦室內樂團
演奏會

B1	樂學室
自由參加/限60名/
網路報名優先

榮耀祖紋－來義鄉排灣手文展

「原」來如此─館藏舊籍原住民族類書展

日期：即日起～09/30      地點：1F 臺灣藝文走廊 

日期：09/01～110年01/31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配合8月1日「原住民日」，本館特與國立臺灣博物館、屏

東縣來義鄉公所合作辦理「榮耀祖紋－來義鄉排灣手文展」，

展示內容包含手文耆老珍貴影像、口述採訪影片、刺文工具、

手文圖案說明與木雕刺文人像等，期望透過本次展覽讓民眾了

解排灣族的手文文化讓民眾認識排灣族的歷史與文化，珍惜我

們的文化資產。

原住民族運動隨著本土化、民主化而崛起，至今有16族得到

政府承認，原住民族族的主體意識和權利較過去獲得重視。今年

逢霧社事件90周年，我們將本館珍藏的原住民族相關舊籍整理出

來，期待透過本次的書展，邀請您一同認識原住民族的歷史。

開幕式 專題演講
時間：09/04（五）09：30 時間：09/04（五）10：30

從族人觀點看霧社事件

郭明正（霧社事件遺族後裔，文史研究者老師）

 臺灣藝文走廊                   電話：(02)2926-6888 #5416 企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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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畫、卡通、動畫，只是輕鬆、給兒童看的娛樂！？

它們有特殊敘事形式與媒介，極富彈性與想像力，因此得以超

脫現實的限制。想想《名偵探柯南》裡飛簷走壁的渦輪滑板、《哆啦

A夢》中不存在反作用力的竹蜻蜓……這些奇異的想像是如何發展至

今，對人類社會、文化又帶來哪些影響呢？

Anime	is	always	more	than	animation.

本系列活動含座談會、表演及歌唱比賽。邀請身心障礙講者與民

眾分享成長的心路歷程；並安排精采表演及歌唱比賽，讓大家渡過愉快

的週末午後。

導賞人：	黃英雄老師（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5歲的薩魯布萊爾利跟著媽媽和哥哥生活在印度的小鄉村。某天

他跟著哥哥去找工作，但卻在車站長椅上睡著，薩魯驚醒後看不見哥

哥，意外被帶到千里之外的加爾各答，不識字又語言不通的薩魯只能

流落街頭。在善心人士的協助之下，薩魯被一對遠在澳洲的夫婦收

養。25年後，對親生母親和哥哥的思念漸深，薩魯決定開始展開艱辛

的尋根之旅。他憑著兒時片段零碎的記憶，透過Google	Earth模糊地形

的拼湊，只為了重回母親的溫暖懷抱。

More Than Animation

《穿越黑暗的希望》系列活動

電影名稱：漫漫回家路

日期：09/01～10/04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日期：09/12 (六) 14：00－20：30     地點：B1 演藝廳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潛能開發協會

協辦單位： 國立臺灣圖書館、台北市尪公獅子會、中華民國尪公慈善功德會

參加對象：身心障礙者優先/一般民眾  參加方式：自由參加 

日期：09/19 (六)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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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活動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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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長119分鐘 [英] 

★B1演藝廳座位計有500席，視障者優先入場，額滿為止★



09 Sep

親
子
活
動

講 

座

 09/02（三）	△	布魯諾有100個朋友	/	筠珍	阿姨										

	 ▼	棉被君	/	楚萍	阿姨

 09/09（三）	△	陶樂蒂的開學日&13樓有隻恐龍	/	梅子阿姨													

	 ▼	蝴蝶先生選美大賽	/	蘋果	阿姨	

 09/16（三）	△	小卡車兜兜風	/	素娥	阿姨											

	 ▼	彩虹的守候	/	圈圈	阿姨	

 09/23（三）	△	點點玩聲音	/	櫻桃	阿姨													

	 ▼	卡達	/	梅德林魔法師

 09/30（三）	△	喀擦喀擦理髮師花椰菜先生	/	繼英	阿姨													

	 ▼	一天一朵雲	/	圈圈	阿姨

女王的柯基                                            片長85分鐘

日期：09/12（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真狗真事改編！史上最萌狗狗High翻天！柯基犬「雷克

斯」從小就是英國女王最鍾愛的寵物，整天賣萌、耍傲嬌就是

他最重要的工作！一次不小心大鬧女王與川普的國宴後，讓雷

克斯生平第一次被女王狠狠訓斥，挫折沮喪之際，他的好夥伴

查理大膽提議：不如我們逃宮勇闖世界！從未踏出過白金漢宮

的雷克斯，被這場冒險深深吸引，鼓起勇氣跳出皇宮圍牆！然

而隨後跟上的查理卻露出一抹神秘的微笑，心裡不知道在盤算

著什麼。淪落街頭的小王子，將激發出所有看家本領，與各方

好狗過招！真狗真事改編！史上最萌狗狗High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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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09/26（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		入圍西班牙影評人協會獎最佳動畫、入圍西班牙哥雅獎最佳動畫

★		宛如西班牙版【汽車總動員】，進入一個由腳踏車組成的奇妙世界		

車輪市是一個住滿腳踏車的美麗城市，主角「旋風」是

一台越野腳踏車，他的夢想是成為大家的領袖，維護城市的整

潔。沒想到某天城市裡竟然出現了汽油引擎，這些吵雜又會排

放廢氣的引擎徹底影響了大家的生活，旋風必須與夥伴齒輪、

和孟塔娜一起對抗這些可惡的汽油引擎，讓車輪市恢復乾淨美

麗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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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防

疫，請全程配戴口罩！親子優先取票(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

單車總動員 片長92分鐘

 親子影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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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學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4221 陳先生

 與作家有約                   電話：(02)2926-6888 #4211 吳小姐

Mayaw Biho (馬躍‧比吼)（臺灣原住民歷史文化與生活紀錄片導演）

莊勝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潘月琪（學學口語表達訓練講師）

讓您培養說話的藝術，了解自已，更同理他人。當自已和周圍人際關係和諧時，

身心健康也會獲得改善。對「自我成長」與「情緒管理」有正向的助益。

臺灣原住民生活文化紀錄片

茶壺裡的風暴：蔣渭水臺灣民眾黨與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的分裂

「質感說話課」新書專題講座

時間：09/12 (六) 09：30－12：20      地點：4F 4045教室

時間：09/19 (六) 09：30－12：20      地點：4F 4045教室

時間：09/26 (六) 13：30－16：30      地點：4F 4045教室

本活動共分成「分享有禮」與「借閱有禮」兩部分，還有線上主題

書展--銀髮健康好「樂」活

詳情請見：https://www.ntl.edu.tw/sys.content.asp?mp=1&CuItem=70983

e書到手－悠遊在雲端

電話：(02)2926-6888 #4211 吳小姐國臺圖 X 北市圖

尊重別人‧保護自己

日期：09/01～09/30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不要隨便跟陌生人走」、「我要學會說不」、「喜歡

妳，為什麼不能抱抱妳?」...，雖然是小朋友，對於不喜歡的

親親跟抱抱，也可以大聲說不喔。本月親子資料中心準備一

系列繪本好書，歡迎親子一起到館賞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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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行不行，絕對沒問題！
時間：09/19 (六) 18：00－21：00     地點：1F 簡報室

由林老師說故事團隊主講，遇到問題時，孩子可以不生氣，想辦法好好解決問題

嗎？10種情緒10種讓孩子最困擾的生活情境。幫助孩子走出情緒的糾結，學習和自

我對話想出解決的方法，孩子就能越來越獨立，越來越有自信！

 親子專題講座                   電話：(02)2926-6888 #4211 吳小姐

電子資源推廣課程 電話：(02)2926-6888 轉4211 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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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承恩（台灣兩棲類保育志工）

寂靜的夜晚，美麗的星空，是誰破壞這美好一切的，青蛙是在大聲什麼啦？

讓我們來聽聽看，青蛙為何而叫？為誰而叫？進而認識這些台灣大聲公。			

施梅紛（國立清華大學音樂系講師）

1.自然界與藝術家的關係		2.自然界頻率與樂音的關聯		

3.歷史上受自然之聲啟發的音樂作品		4.講者聲景創作作品分享			

青蛙是在大聲什麼？

碧色繆思-自然界的音樂創作靈感

時間：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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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名。

時間：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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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名。

 閱讀講座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温宥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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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09/12 (六) 14：00－15：30      地點：4F 4045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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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玉蕙（教授、知名作家）

魚夫（ 作家、畫家、美食家、生活家）

報名方式：請掃	QR-CODE	報名

閱讀是相互靠近的練習--談快樂生活的訣竅

閱讀臺灣人間味

時間：09/12 (六) 14：00－17：00      地點：1F 臺灣藝文走廊

時間：09/19 (六) 14：00－17：00      地點：1F 簡報室

 環境教育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謝璧如（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資訊中心兩岸交流負責人）

吃東西，竟然也能與環保有關？食農教育與永續海鮮的議題，近年來愈來愈受重

視，為了自己、也為了地球，從產地到餐桌的歷程，值得我們更多的關心；怎麼選擇今

天的晚餐，也值得我們多加思考。今天，你打算吃什麼呢？

「餐桌上的生物多樣性 談食農和永續海鮮」
時間：09/12(六) 10：00─12：00     地點：1F 臺灣藝文走廊

陳培濤（新店耕莘醫院兒童發展評估中心醫師）

在不同的場合裡，您是否常發現家中的小朋友經常性地做些習慣性的小動作

呢？像是眨眼、甩頭等；家長們在碰到上述情形時，反覆地叮嚀及糾正，但是小

孩的動作卻變得愈來愈明顯，甚至更多樣化！家長該如何聰明應對呢？本講座特

邀陳培濤醫師與大家分享Tics和妥瑞氏症的治療建議與教養策略。

張淑瓊（親子天下閱讀頻道總監）

爸爸、媽媽，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父母參與幼兒閱讀的關鍵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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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自由參加 (限額60名)

時間：09/19 (六）10：00－12：00   地點：B1 樂學室  

報名方式：請掃QR-CODE 

報名對象：家有3-5歲嬰幼兒及其家長報名(40對親子，額滿截止)

「健康一起來-創造樂活日常」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2120 闕小姐

109年閱讀起步走(Bookstart)嬰幼兒父母學習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

時間：09/02 (三) 09：15－12：15     地點：4F 4045教室

時間：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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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臉書可以分享生活心得、搜尋各類資訊、行銷推廣商品，內容豐富有趣又實

用，本次課程將針對臉書做一完整介紹，同時介紹臉書行銷技巧，讓學員體驗臉

書的實用性與趣味性。

很多人對臉書的隱私充滿疑慮，透過本次課程教導學員完成臉書隱私設定，

同時學習辨識正牌粉絲專頁技巧，聰明使用臉書，不需擔心網路詐騙與個人隱私

外洩，安心與全世界接軌！

開心安心玩臉書1

開心安心玩臉書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