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入 FB 粉絲
團，來跟我
們互動吧!

12/06（四）

疏離世界

Disconnect

一位行程滿檔的律師，即使在不工作的時候，也像是黏在他的智慧

型手機上似的，以致抽不出時間去和他的家人互動、溝通；一對貌

合神離的夫妻中的丈夫老是冷落了他的妻子，妻子則透過網路尋找

心靈上的安慰，不料，這對網路的重度使用者都因為他們的私人秘

密在網路上曝光而陷入了危險的處境；鎮日留連於網路虛擬世界上

的孤僻宅男，自以為在網路上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女神，卻掉入色慾

陷阱，慘遭仙人跳；無人注意、教導是非對錯的孩童透過網路霸凌

同學，卻不知事態嚴重，導致樂極生悲……

片長115分

[英]

12/13（四）

女朋友男朋友

Gf.Bf

年少輕狂的他們，用屬於他們奔放的青春衝撞著教條與規範，在

1980年代尚未開放的臺灣，冒著頭髮被剃刀開道的威脅，他們在學

校的角落噴漆、在校刊上寫藏頭詩。阿仁策劃著一場向學校抗議的

操場舞會，向他們兩個人招手，阿良躍躍欲試，一向獨善其身的美

寶卻捲入其中。而阿良發現，自己不過是阿仁接近美寶的一張通行

證而已。離開了長滿玉蘭與樟樹的家鄉，上了大學，來到大城市。

熱血與夢想持續燃燒，臺北廣場上的高聲疾呼與行動，都有他們的

身影……

片長106分

[中] 

12/20（四）

小太陽的願望

Absent without 
leaveLittle miss 

sunshine

胡佛一家人都是怪咖，成天吵得雞犬不寧。爸爸隨時隨地教導別人"

如何成功"，自己卻總一事無成，爺爺沒事喜歡吸食海洛因和看黃色

雜誌，滿口不入流的話。舅舅是個同性戀的文學教授，不幸被橫刀

奪愛，又被學校解職，最後居然自殺未遂。青春期的哥哥厭惡家裏

的一切，還發誓在考上空軍學校前絕不開口說話，年僅七歲的小女

兒奧莉薇則每天幻想參加選美比賽……

片長103分

[英] 

12/27（四）

重點是，我愛你

Instructions not 
included

瓦倫廷是位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直到昔日女友莫名地將女嬰留給

了他並隨即飄然離去。他只好帶著天上掉下來的女兒離開墨西哥

展開"千里尋母記"，接著安頓在洛杉磯。六年來在好萊塢以特技維

生的瓦倫廷一點也不是個稱職的老爸，不過一路的摸索竟也讓他

連滾帶爬地將梅姬給養大；梅姬的日漸長大逼得他也不得不一同成

長……

片長122分

[西] 

影
片
欣
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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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放場次：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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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友影》主題電影院閱
讀‧

悅
讀‧

越
讀

你聽過一期一會嗎?這是一句日本成語，是指人與人之間，在

短短一輩子裡只有一次相遇的機會，希望我們可以好好珍惜彼此相

聚的時光。或許你常常不小心傷害到朋友的心，或許總是覺得自己

孤單，或許覺得自己與世界格格不入。不妨打開書，先與書本展開

一期一會的人際學習之旅，學著溝通、尊重、包容。然後你會發

現，自己的手，會漸漸變得柔軟又溫暖。我們期待與你一期一會。

一期一會

「啪嘰！」你的理智線斷了，拍了桌子，摔了門，就此與眼前

的人撕破臉。破鏡難重圓，再怎麼黏都會有裂痕的呀！

在這種時候，你需要的不是強力膠，不是後悔藥，而是在理智斷裂

之前，安裝好強而有力的情商保險絲。擁有高度的情商，你可以安

然迴避原本的情緒地雷區，不再因為小事而暴跳如雷，讓自己看起

來像個傻瓜蛋，或是因此與朋友分道揚鑣。這麼珍貴的情商保險

絲，該去哪裡買呢？答案就在，你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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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神同行                            片長140分鐘  [韓] 

■播放場次：12/23 (日) 一場 /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消防員金自鴻因公意外死亡後，得到幽冥死者及其助手們接引進地府。

使者們必須在49天內帶著金自鴻通過七大地獄的考驗，通過掌管七大地

獄的閻君審判。

● 日期：12/04～12/30       ●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情商保險絲
● 日期：12/04～12/30       ●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512 呂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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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2)2926-6888 #3512 賴小姐★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訂閱電子報，
更快速獲得活
動訊息 !!

黃俊銘 先生
邀請黃俊銘老師和大家分享急救知識與從事義消救護志工多年

來累積的傷病患搶救經驗，以及外出旅遊住飯店、逛百貨，遇火災

及地震的正確應變方法。現場將指導所有聽眾學習異物梗塞的自救

法、CPR救命術等救命技能。

真人圖書─生活必備「自保術」
● 日期：12/02(日)  14：00－17：00     

● 地點：1樓視障資料中心 B1多功能研習教室 

107年臺灣閱讀節活動                 電話：(02)2926-6888 #2807 黃先生

歐陽立中 老師
在3C泛濫的時代，帶著孩子們一同玩玩不插電的遊戲，透過遊

戲體驗式的學習，讓孩子在最自然快樂的氛圍下，把觀念與能力不

著痕跡的內化，長久下來，孩子們會開始懂得運用遊戲思維解決生

活中的問題，並發想更多創意！桌遊不只是遊戲，更是一項生活的

體驗，在這看似虛擬的遊戲中，如何激發孩子的創造力，創意教學

王歐陽立中老師，將在講座中為您一一揭密！

用桌遊玩出孩子的創造力
● 日期：12/01(六)  14：00－16：00     ● 地點：1F 簡報室 

107年臺灣閱讀節活動                 電話：(02)2926-6888#2113 臧小姐

107年臺灣閱讀節         活動日期： 12.1-12.2 ( 星期六、日 ) 09:30-17:00                   

107.12.1 ( 星期六 )

活動名稱 / 內容 時間 地點 / 帳篷編號

107 年臺灣閱讀節活動開幕式 10:00-11:00 創意廣場舞臺區

露天箏樂演奏會 藝緻箏樂社演奏 11:00-12:00 創意廣場舞臺區

《奇幻精靈偶劇場 -- 我們都是最
棒的》戲劇活動

來自神祕星球的奇幻精靈們，將帶來最新
編排的偶劇表演戲 --《我們都是最棒的》

11:00-12:00 創意廣場舞臺區

Bloody Sweety
孤身高速馳騁，宣洩情緒吶喊

文化大學詞曲創作社演唱 12:00-13:00 創意廣場舞臺區

點點遊戲派對
--Bookstart 全臺大串聯活動

以「點點」為主軸，帶領親子一起和顏色
大玩互動遊戲！

14:00-15:00 創意廣場舞臺區

《The Warriors 花木蘭》
 英語繪本戲劇活動

英語戲劇重現經典《花木蘭》 15:00-16:00 創意廣場舞臺區

假裝是生祥樂團 臺灣大學椰風搖滾社 16:00-17:00 創意廣場舞臺區

露天書席 / 好書大家讀  新書展示與作者分享會 10: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1)

Fun 書去旅行—漂書集點趣 閱讀節當天放漂圖書，好禮集點送 ! 10: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2)

※四號公園走讀趣
生態達人導覽四號公園
動植物生態與周邊人文地景

10:00-11:30                                             
14:00-15:30
14:30-16:00

中和門集合

拼拼樂瞰臺灣
精選《臺灣公論》地圖製成拼圖，了解
臺灣的物產與地景樣貌

10:00-12:00                                                     
14: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3)

探索體驗玩科學
以有趣的科普遊戲及 DIY，讓大小朋友都
能體驗探索科學的樂趣

10:00-12:00                                                     
14: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4)

※Lipahak ！
   力巴哈客森林：奇藝大冒險

森林裡藏著奇妙又充滿藝術的冒險活動
「奇藝門」與「謎故事」

10:00-12:00                                                     
13:30-15:30

創意廣場帳篷區 (5)

※玻璃雕刻＆聖誕帽髮夾

醬瓜瓶、果醬罐透過玻璃雕刻大變身，環
保又美觀 !

10:00-12: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6)

聖誕節快到了，利用巧思讓您大不同 ! 14:00-16:00

我是讀報王 快來挑戰「我是讀報王」，過關送好禮！ 10: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7)

大家「e」起瘋閱讀
1. 電子書推廣活動 2. 行動漂書站 3. 行動圖
書車駐點 ( 提供借還書及辦證服務 )

09:30-17: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8-9)

閱讀的日常
-- 認識無障礙閱讀的∞

有聲書資源、點字、雙視圖書、APP、輔
具展示及體驗

10:00-17: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10)

※玩桌遊 High 翻天 

人類為了尋找新的資源，出動太空船在宇
宙進行探索，途中遇外星人攻擊，眼看著
太空船快爆炸了……快加入拯救的行列
吧！

10:00-12:00                                                     
14: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11-13)

預見氣象·眼出睛彩 氣象局知識教育推廣展示 10:00-17: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14)

※紙有：以紙熨燙文化的溫度
英國設計裝幀者協會獎項得主盧亭璇老師
現場分享紙芝居活動

10:30-17: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15-16)

時光太空站：國立臺灣圖書館特
藏展示區

一起進入時光太空站認識古老舊籍！還有
采風圖數位體驗及有獎徵答

10:30-17: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17-18)

北商動物遊樂園 -- 英語閱讀遊戲
闖關活動

動物們來到閱讀公園挑戰親子們的英語能
力

10:00-16:30
創意廣場帳篷區

(19-21)

穿越玩桌遊 -- 臺灣古早味遊戲闖
關活動

令人懷念的兒時童玩就在你眼前，歡迎全 
家一起動手動腦來闖關。

9:30-12: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22)

世界宗教博物館 - 深河遠流南傳
佛教特展闖關活動

快來挑戰闖關遊戲 ! 10:00-16:30 創意廣場帳篷區 (23)

閱讀好好玩 -- 繪本作家和你一起
愛閱讀、玩創作

1. 創作一本旋轉迷宮繪本
   ( 繪本作家信子老師 )
2. 創作一棵立體繪本故事樹
   ( 繪本作家林致安 )

10:00-12:00
14:00-17: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24)

愛閱家庭同樂會 1. 愛之語檢測 2. 愛的實踐 10:00-17: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25-26)

※閱讀 ‧ 起步走 ～

10:10-11:00、11:15-12:00 醫生教你育兒
( 葉嘉青老師 / 閱讀起步走推廣專家 )
14:10-15:00、15:10-16:00 繪本故事選讀—
吟唱與創作 ( 許登欽醫師 / 恩主公醫院小兒
科主任 )

10:1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27-28)

舊衣改造 DIY
告別快時尚，一起體驗舊衣改造的創意無
窮樂趣

10: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29)

來聽永和城市故事
三條城市故事散步路線在地人給你知 ! 10: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30)

圖書館亭仔腳之旅 13:00-14:00

橡皮藏書章刻刻刻
藏書章是什麼 ? 讓你了解橡皮圖章的迷人
之處

10: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31)

順天應食 創意自煮
專業烹飪老師現場分享柚子糖、南棗核桃
糕作法，教你把生產過剩的柚子製成加工
品！

10: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32)

銀在職場
1.FB ☓ LINE@ 加好友：完成任務送小禮
2. 記憶翻牌遊戲：完成遊戲抽好禮

10: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33)

創意廣場舞臺區

創意聖誕卡 DIY  10: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34)

創意指印畫
透過手指壓印就能創造出不同的圖案啟發
創造力 !

10: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35)

電腦的秘密  10: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36)

科普好好玩 -- 投石問路 10: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37)

我愛牛奶 -- 小牛仔說故事活動
1. 說故事時間 (2 場 ) 2. 平板電子書閱讀時
間 3. 趣味有獎徵答

11:00-11:30
14:00-14:30

創意廣場帳篷區 (38)

玩出親子閱讀力

10:00-10:30、13:40-14:10 說故事
10:40-11:10、14:20-14:50 氣球教學
11:20-11:50、15:00-15:30 DIY 活動
13:00-13:30 親子律動
15:40-16:10 魔術表演

10:00-16:10
創意廣場帳篷區

(39-40)

捐書陪讀，與我們一同延續一本
書的閱讀生命

將家中閒置書籍帶至攤位捐贈，幫助經濟
弱勢家庭孩童有更多學習機會。

10: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43)

相遇最美 ‧ 相知相惜
動、植物圖鑑及小盆栽展示，說出動植物
的正確名稱，即可獲得小禮物 1 份。

10:00-16:00 創意廣場帳篷區 (44)

讀享 ‧ 心閱讀書展 11/16-12/9 出版社好書聯展 09:00-20:00 大廳至博愛門廣場 (45)

與圖書館一起趣讀  社區同樂
12/1-12/10 持集滿 10 點之【臺灣閱讀節活
動 DM】前往合作店家消費可享 9 折或其
他優惠。

依合作店家
營業時間

創意廣場帳篷區 (41)
合作店家資訊

用桌遊玩出孩子的創造力
在這看似虛擬的遊戲中，如何激發孩子的
創造力。
歐陽立中 ( 專欄作家 / 丹鳳高中教師 )

14:00-16:00 1 樓簡報室

《小麥熊的心願》
 生命故事屋巡迴活動

小麥熊因善心人士捐贈心臟而恢復健康，
還有很多和他一樣的人，急需獲得重生的
機會…

15:00-16:00 B1 樂學室

107.12.2 ( 星期日 )

活動名稱 / 內容 時間 地點

※遇見美麗 -- 與藝術大師有約
多元閱讀，發現藝術的價值、從色彩及構
圖解讀大師們的獨特語言。
凌春玉老師主講

09:50-12:00 1 樓簡報室

※好好閱讀講堂 1
    一生玩不夠 ‧ 勇敢做自己 --

李偉文醫師的大玩家人生

生活自有一套哲學，勇敢做自己。
李偉文醫師主講

10:30-12:00 B1 演藝廳

※好好閱讀講堂 2  
    YOUTUBE 創業之心路歷程

分享 youtuber 創業過程、生活樣貌，以及
給予有心投入此行業者之建議。

14:00-16:00 B1 演藝廳

※我的閱讀理解能力究竟好不
    好？閱讀理解大哉問

帶領你了解閱讀理解能力以及提升之道。
梁虹瑩老師主講

14:00-16:00 4 樓 4045 教室

※真人圖書--生活必備「自保術」 黃俊銘先生主講 14:00-17:00
1 樓視障資料中心
B1 多功能研習教室

※為愛閱讀，從家開始 !
歡迎一起徜徉在故事中，體驗共讀的美好。
傅宓慧老師主講

14:00-16:00 1 樓簡報室

備註 : 活動名稱有標記「※」符號者，需事先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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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5（三）△ 明天的我 / 淑慧 阿姨             

                    ▽ 兔子小白的禮物樹 / 蘋果 阿姨

 12/12（三）△ 豬爸爸賺力氣 / 麗貞 阿姨           

                    ▽ 胡蘿蔔忍者忍忍 / 梅德林魔法師

 12/19（三）△ 最美好的地方&河馬波波屁股大 / 筠珍 阿姨       

                    ▽ 我和我家附近的野狗們 / 鳳梨 阿姨

 12/26（三）△ 派弟是個大披薩 / 梅子 阿姨               

                    ▽ 老虎 / 繼英 阿姨

活動當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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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狼的孩子雨和雪         （中文發音、中文字幕）片長107分鐘

● 日期：12/15（六）13：30－16：30       ● 地點：4F 4045教室

● 影片導賞講師：鄭美里 老師

「跳躍吧！時空少女」、「夏日大作戰」細田守導演最新

作品。一位有著童話般不可思議戀情的女性--花，要養育狼的孩

子「雪」和「雨」這兩姊弟。在看似平凡無奇的親子基調中，

敘述兼具人類與狼兩種特質「狼的孩子」之奇幻題材。

《 The Warriors 花木蘭 》  
● 日期：12/01（六）15：00－16：00     

● 地點：四號公園 創意廣場舞臺

● 故事帶領者：本館閱讀志工郭筱晴老師 &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英語志工團

● 對象：12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一般民眾 自由參加（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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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當天場地改在 B1樂學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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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星星的我們
● 日期：12/01～12/31     ●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離太陽第三近的行星，就是我們生活的地球；她每天

繞著不同的星球旋轉，也被不同的行星圍繞著。遙遠的太

空，究竟存在著甚麼祕密？探測器跟太空梭背負了甚麼任

務？而一閃一閃的星星們，又訴說著甚麼故事?

本月親子資料中心準備一系列宇宙探險好書，歡迎大

小朋友一起到館賞讀。

世界宗教博物館─影片導賞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繪本童書園】故事戲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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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   地（爾雅出版社創辦人、發行人）

一條時光的河──隱地以感恩之心，從一九四九寫到二○○○

年，五十二年歲月，每隔十年一本，以文學為主脈，輔以大時代社會

流離變遷的背景，帶領我們回憶從前──就像一條時光之河，重遊故

居故地，也重溫許多和我們一起生活過的作家和學人，一種讓人懷念

的溫度瀰漫《五十年臺灣文學記憶》。

《 五十年臺灣文學記憶 》
● 時間：12/04 (二) 09：30－12：00   ● 地點：B1 樂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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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玩不夠‧勇敢做自己-李偉文醫師的大玩家人生 

好好閱讀講堂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上午場)、#3131許小姐 (下午場)

李偉文 醫師
他有N個身份，是牙醫師．作家．教養家．環保志工…等多個身份，他將自己診所設

計成為社區圖書館，「荒野保護協會」是開創者之一，亦是暢銷作家。生活自有一套哲

學，不戴錶，不用行事曆，每天享受獨處閱讀時光，座右銘是「一生玩不夠」，熱愛閱

讀、號召朋友從事公益，以「閱讀、朋友、大自然」為生活的重心，提供學子勇於追夢。

● 時間：12/02 (日) 10：30－12：00   ● 地點：B1 演藝廳

● 抽獎活動：會後提供講者簽名書

本館為推廣社會教育，特開設終身學習研習班，目前已開設20餘種課程，本次集結

第63期終身學習研習班國畫、書法、攝影、拼布、手工香皂、篆刻、油畫、水彩、

素描等班之學習成果作品，提供學員間相互學習機會，更冀希傳承民俗技藝，落實

終身學習，本課程每年開設2期，於6月、12月新學期招生，歡迎您加入學習行列。

雙和藝廊─終身研習班成果展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學無止境─第63期終身研習班成果展

臺灣聲景記憶書展

臺灣聲景記憶書展與聲景沙龍          電話： (02)2926-6888 #4212 楊先生

這次展出主軸包括了常民的聲景文化，也希望從藝術音樂、甚至電影內涵來呈現
不一樣的聲音記憶，如何從生態的環境來感受在地生命力，是本展想要建構的內容。

● 時間：11/15～12/30     ●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聲景沙龍 1「水螺響起：聽見臺灣常民的聲景」

呂紹理（臺大歷史系教授）

「水螺」是中南部農民對於糖廠上、下工汽笛訊號聲的稱呼。「水
螺」聲所傳遞的「標準時間」訊號，一種聲音也成了一種世代的記憶，到
底如何從歷史的角度來還原那些曾經走過的聲音現場呢?

● 時間：12/15 (六) 14：00－15：30   ●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聲景沙龍 2「傾聽自然的語法：臺灣土地的聲音風景」

范欽慧（台灣聲景協會理事長）

對於土地的記憶，不光是透過文本，更是透過聲音。臺灣有很多特有
種，牠們鳴唱的內容是這片土地最獨特的旋律，這些歲時記憶與地方情感
緊密相連，我們該如何把這樣的記憶找回來呢?

● 時間：12/22 (六) 14：00－15：30   ●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聲景沙龍 3「臺灣電影中的聲音記憶」

藍祖蔚（影評人）

影史上最重要導演之一的布列松認為，耳朵聽見的聲音比起眼睛看見
的視覺，更能勾引出人們心中的認同感。基於「聽見世界」，進入「想見
世界」的藝術，此就是電影魔幻之處。我們又該如何在臺灣電影找回那些
聲音記憶呢?

● 報名方式：聲景沙龍採預約報名 ( 詳見本館網頁 )

● 時間：12/29 (六) 14：00－15：30   ● 地點：1F 簡報室

Youtuber創業之心路歷程

網紅呱吉（邱威傑 先生）

30歲職場歸零、40歲出道成為高齡網紅的呱吉， 是擁有25萬多人訂閱其頻道的

Youtuber。被網友封為「最瘋狂中年網紅」的他， 將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Youtube創業過

程、生活樣貌， 以及給予有心投入此行業者之建議。

● 時間：12/02 (日) 14：00－16：00   ● 地點：B1 演藝廳

  

● 篆刻主題：指定篆刻印文為與「福壽康寧」相關之文字，朱、文不限，印石尺

寸印面限7分～1寸3分(最長邊上限4公分)，作品附加邊款。

● 報名日期及方式：

填寫篆刻比賽徵件報名表，並將印拓與邊款剪下黏貼於「報名表」內。於12月28日

前掛號寄至「陽明山中山樓管理所」(臺北市北投區陽明路二段15號)，信封上請註明

「參加福壽康寧全國篆刻比賽徵件」，以郵戳為憑，逾時不受理。

詳細資訊請上本館網頁／最新消息（簡章及報名表下載處）

2018 中山樓活動                          電話：(02)2861-6121 黃小姐

「福壽康寧」全國篆刻比賽徵件

● 日期：12/06～12/27     ● 地點：4F 雙和藝廊

● 開幕式：12/11（二）10：00－11：00     

● 開幕活動：書法揮毫、人像速寫、古箏演出等活動，歡迎您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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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秀兒（新北市板橋區動態閱讀協會理事長）

作者以童真心靈，創造噗突抱竹鎮的青少年，在時空旅程中，驚心動魄、徹底解構的

心靈故事。故事，從亙古到未來，從已知到未知，以幻化之姿，書寫量子宇宙，行吟冒險

史詩；以美麗歌聲，唱出現代、後現代的心靈探究；以浪漫步調，悠遊嚴肅的時空遊戲；

引領讀者走一趟生命實相的冒險旅程，並特邀國家文藝獎黃海先生至現場分享。

● 時間：12/19 (三) 14：00－16：00   ● 地點：4F 4045教室

不思議無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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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堂課                        片長106分鐘 

導賞人：黃英雄老師（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92歲的瑪德蓮在生日宴會上宣布，已經決定好自己的「大限

之日」，但所有的家人都無法接受這個晴天霹靂的決定，瑪德蓮

該如何處理這棘手的問題，說服家人坦然地陪她走過人生道路的最後一段……

● 時間：12/15 (六) 14：00－17：00   ● 地點： 1F 簡報室

Gordon Hempton 野地錄音師 與 Matthew Mikkelsen 導演 對談
2018年，全世界第一條國家級的「寂靜山徑」，就從海拔1800公尺的翠峰湖畔出

發。本場講座由Being Hear紀錄片導演，一起帶你進入到世界知名的野地錄音師、《一平方

英吋的寂靜》的作者Gordon Hempton將在12月份親臨台灣，

紀錄片導演暨自然教育工作者Matthew Mikkelsen帶你進入到

傾聽寂靜的深邃心靈中。邀請你一起來聆聽這場深具影響力

的演講，讓所有故事回到從頭，帶你見證這背後讓人感動的

啟發與力量。

● 報名方式：預約報名 ( 詳見本館網頁 )

 相信的力量—傾聽寧靜 ( 現場口譯翻譯 )

● 時間：12/05 (三) 19：30－21：45   ● 地點：B1 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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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聲景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