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1（四）

波普先生的企鵝

Mr. Popper's 
penguins

湯姆波普先生(金凱瑞 飾)在紐約曼哈頓從事房地產開發工作，平日

繁忙與家人日漸疏遠直到他從事探險的的父親，臨終前從南極寄給

他一份出乎意料的紀念品：開箱之後竟然是活生生的動物！不過，

要在紐約曼哈頓照顧這些南極來的嬌客並不容易，6隻企鵝不輸頑

皮的小孩，每天重創他的豪華公寓、他的生活與睡眠……。

片長94分

[英]

03/08（四）

馴龍高手

How to train your 
dragon

(本場次於4045教室播放)

故事的主人翁是一個叫小嗝嗝維京少年，他住在博克島，對抗巨龍

是家常便飯的事。這個少年的思想很前進，他另類的幽默感也不能

討好他的村落的村民和大家長……正好也是小嗝嗝的老爸大塊頭史

圖依克。當小嗝嗝被迫和其他的維京青少參加屠龍訓練營，他就覺

得這是他證明自己是個馴龍高手的好機會……。

片長98分

[英] 

03/15（四）

狐狸與我

The Fox and the 
Child

一個滿臉雀斑、稚氣可愛，姿態與裝扮都像極了彼得潘的小女孩，

成長在自然樸質的山水中。某個秋日早晨，小女孩踏著輕鬆的步伐

走在彎彎曲曲的小徑上，途中有個皮毛閃著光澤，眼神銳利，動作

靈活的動物吸引了女孩所有的目光，女孩發自內心地讚嘆著，牠就

是本片另一個主角－狐狸。從那天開始，女孩時時刻刻思念著狐

狸，並且耐心、勇敢地找尋她的狐狸。

片長92分

[法] 

03/22（四）

哆啦A夢

Stand by me

故事描述一位住在日本東京郊外，無論讀書、體育、藝術，各方面

都比別人差的少年「野比大雄」。有一天，大雄的子孫世修和哆啦

A夢從二十二世紀一同搭乘時光機到來，原因是大雄在長大後經商

失敗，欠下大筆債務，從而導致子孫受到牽連，所以世修便派來了

未來世界的藍色貓型機器人，希望能改變大雄的悲慘命運，從此大

雄就和哆啦A夢一起生活，共同面對日常發生的大小事……。

片長94分

[日] 

03/29（四）

第七日的奇蹟

7 days of Himawari 
& her puppie

彰司是一名流浪動物之家的職員，負責獵捕日本街頭的流浪犬，並

且照料抓來的小狗，但若是超過七天沒人領養，便執行安樂死。某

日，捕獲一隻母柴犬與她的三個狗兒子。柴犬一生只認一個主人的

個性，讓許多領養者打退堂鼓。然而，七日期限將至，母柴犬是否

能無恙逃過死劫？

片長111分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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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B1 視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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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歲者不得觀賞！ ★提醒您依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13:45開放進場、1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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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動物共鳴》主題電影院
展 

覽

在很深很深的海底，有種魚叫作鮟鱇魚，公魚為了繁殖，

會一輩子附著在母魚身上。一角鯨那長長的角，其實是牠的牙

齒。鱷魚出生時的性別，其實是取決於溫度的高低。因為人類

的濫捕，所以可以在非洲存活的大象，很多是沒有象牙的。

這些事，你知道嗎？

我們平常對於貓、狗、小老鼠、兔子等等可愛動物的生活

習性瞭若指掌，可是這個世界上有更多的動物是我們一無所知

的。所以，我們提供了許多動物的知識書籍，以動物為主角的小說，讓大家一覽動物

的生活百態。你會發現，動物生活，意外驚人。

動物生活，意外驚人

「今天早起準備工作，每頓早餐我不曾錯過，大杯溫可可

還有豬排蛋加乳酪，最後上工打起精神出貨，Yo！」「我覺得

可以，但是，你，還有life style嗎？」

有的！我們的書展，有Life Style！

我們發現，在2017年，大家借了很多跟生活方式相關的

書籍。所以，在新的一年的春天，我們要呈現所有關於生活方

式、生活哲學、生活大小事的書籍給各位！我們一起來創造屬於自己的Life Style，

Yoyoyo！  貼心小翻譯：Life = 生活；Style = 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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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買了動物園 We bought a zoo      片長124分鐘 [英] 

■播放場次：03/25(日) 一場/14：00 起   ■地點：B1 演藝廳

真實故事改編。班傑明密遭逢生活變故後，他毅然決然辭去令人豔羨的工作，帶著家人

搬到鄉村打算展開新生活。就在他們搬進耗盡積蓄所買下的新居時，才猛然發現他們買

的是一座廢棄動物園裡面的房子! 對班傑明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挑戰，當班傑明決心放

手一搏時，他也雇用到了一群充滿理想的人，班傑明和家人、以及動物園裡的員工齊心

重建這塊有如烏托邦的動物天堂，但現實環境與人性對挫折的考驗，能讓他們順利重振

動物園的往日榮景完成夢想嗎?

綠園藝文展
● 日期：03/10～03/25       ● 地點：4F 雙和藝廊 

「綠園藝文展」是北一女校友會所舉辦的大型藝術展覽

活動，展出內容包括書法、國畫、西畫、布畫、攝影、工

藝(亂針繡)等六大項，都是北一女校友會各屆校友的精心創

作。

過去，大家認為北一女畢業學生只會唸書，其實除了在自己的本業職場上有出眾

的表現，這次約七十件作品更展現出校友們多方面的傑出才藝。 

「綠園藝文展」活動是校友會從民國93年開始的，每兩年舉辦一次，希望展現北

一女五育並重的教育成果，同時藉由展覽活動激發並培養校友在公餘或退休生活中，

從事藝術創作及藝術欣賞的雅趣。

藝起飛揚
● 日期：03/28～04/08       ● 地點：4F 雙和藝廊 

「藝起飛揚」是七個來自臺灣藝術大學書畫系造形藝術

研究所的同學，所學領域都不盡相同的藝術愛好者組成。各

自利用不同媒材創作，將其秉持的意念轉化成一幅幅有情故

事的作品。

鄭美慧的蠟染畫「印記系列」是利用古文字的形、意為

基本概念，「以蠟代墨」為技巧創作。陳彩雲以「蝶舞∙青

花」圖騰的意象結合工筆人物畫，借物思情，尋求感情的釋

放及心靈解脫。蔡秀嫩則用植物入畫—押花藝術，藉由大自

然中的植物作為創作媒材，探索造型視覺的美感！吳詠綺將書法融入當代藝術，反觀

自身心境與視覺的情愫傳達。林宗賢從古飲食字帖看藝術的互動，養生的內涵，以藝

術來呈現。李婉萍－陶藝 《尋。記憶中的滋味系列》－在不同的時間軸述說著不同

階段的記憶，刻畫出美好的時光。

● 日期：03/13～04/08       ●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你有 Life Style 嗎?
● 日期：03/13～04/08       ●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107年臺灣閱讀公園系列活動 雙和藝廊 主題書展

青少年主題書展

108年1-6月雙和藝廊展覽檔期申請開始囉！

● 申請時間：即日起～3/31

● 申請方式：請填妥雙和藝廊展覽申請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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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封上並註

明「申請108年上半年

度雙和藝廊檔期」。

詳細資料請上本館網

站查詢。

★由於簡報室整修，故影片播放地點改至視障中心 B1，並調整播放場次為1場★

★待整修完畢，會重新回到簡報室。這段期間還請大家多多包涵★

春之悅．享讀
● 日期：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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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勵學廣場 一般民眾 / 自由參加

10:00 ～ 10:30

11:00 ～ 11:30

13:30 ～ 14:00

14:30 ～ 15:00

15:30 ～ 16:00

跨時空越讀者—臺灣學研

究中心特藏搜查趣
5 樓特展室

一般民眾現場自由參

加 ( 前 500 名可獲得

通關禮物，未通關者

可領取紀念明信片 )

 / 自由參加

10:00 ～ 12:00

臺灣教師，如何像芬蘭這

樣教？

-- 邱淑娟 x 陳聖元，臺灣

版芬蘭教育觀察分享會

對談人：邱淑娟校長 / 陳聖

元先生

4045 教室
一般民眾 /80 人

/ 線上及現場報名

11:00 ～ 12:00
《小豬上街買東西》

繪本童書園故事戲劇活動
B1 樂學室 一般民眾 / 自由參加

14:00 ～ 16:00

閱讀講座：恐龍吃人，還

是人吃恐龍？談地球的古

生命

講師：李伍薰先生

( 科幻、奇幻小說家 )

1 樓簡報室
青少年、親子 / 60 人

/ 線上及現場報名

14:00 ～ 16:00

療癒 26 顆破碎的心：

怡慧老師的閱讀課

講師：宋怡慧老師

4045 教室
一般民眾 /80 人

/ 自由參加

14:00 ～ 16:30
「動態閱讀」工作坊 

講師：鄭伊雯老師
樂山區

身心障礙者 20 名

( 線上報名 )

/ 一般民眾自由參加

15:00 ～ 17:00
打包一份家的記憶

─ 閱讀東南亞
中和門外

東南亞新移民、移工

及一般民眾 / 自由參加

18:20 ～ 20:30
星空電影院

「海角七號」口述影像版
創意廣場 一般民眾 / 自由參加



親
子
活
動

講 

座

 3/07（三）△ 好耶！胖石頭 / 秀鳳 阿姨          

                  ▽ 豬的種子 / 淑慧 阿姨

 3/14（三）△ 腳趾頭，沒名字 / 梅子 阿姨          

                  ▽ 好一個餿主意 / 楚萍 阿姨

 3/21（三）△ 韋伯斯特的歷險 / 麗貞 阿姨        

                  ▽ 小蠶豆的床 / 梅德林魔法師

 3/28（三）△ 最奇妙的蛋、月亮，生日快樂 / 筠珍 阿姨     

                  ▽ 超神奇種子鋪 / 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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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位取號者入內觀看，親子優先取票 (12歲以下兒童

及其家長 )。

宋晏仁（臺北榮總家醫部特約主治醫師、書田診所家醫科主任醫師）

醫生同樣也會因肥胖、壓力、健檢報告滿紙紅字，面臨生命

威脅。宋晏仁醫師靠著「211全平衡瘦身法」6個月甩肉近20公

斤，3年不復胖，重新奪回健康的掌控權！

飲食控制的部分，最重要的概念是「211減重餐盤」，強調

「蔬菜占2份、蛋白質占1份、全穀類占1份」的食物配比。在進

食的時候，依照「水、肉、菜、飯、果」的進食順序，就能啟動

你的瘦身開關。並輔以適當運動及靜坐呼吸，在動靜之間，達到

身心靈全平衡的健康狀態！

宋晏仁醫師逾20年來對抗肥胖之路並不輕鬆，他曾經吃過一年的減肥藥、也多次

節食，又或是持續半年每天騎3小時以上單車，卻都無法長期、有效地控制體重。在

一次偶然機會接觸到哈佛大學的「健康餐盤」觀念，再接受肥胖症專科醫師訓練後，

他融合營養與代謝醫學觀念，開創「211全平衡瘦身法」，內涵包括「211瘦身法

則」：對減重的努力需有「2分的飲食控制、1分運動、1分安『靜』」，以及「211

減重餐盤」：強調「蔬菜佔2份、蛋白質占1份、全穀類占1份」的食物配比。這套方

法，不需特別計算熱量、也不用過度運動，就能輕鬆達到健康瘦身的目的，並且「終

生『瘦』用」不復胖。

電影聽賞活動

印度總舖師 片長84分鐘 

導賞人：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擁有敏銳味蕾的夏琳妮，是個智美雙全的執業律師。印裔

背景的她，來自以廚藝為傲的傳統家庭，即將與英國籍的男友

締結連理。但家族裡最重要的兩位總舖師─爸爸和叔叔，因將

家傳食譜分半各擁，隔街開餐廳對嗆，冷戰二十年。夏琳妮想

藉喜事修復家族關係，希望婚宴能由兩大家長聯手掌廚。然而

此時，兩家餐廳的經營同時面臨外來挑戰，必須合力贏取「咖

哩之王」美食大賽，才能挽救家族危機……。

※1F簡報室座位計有60席，放映前30分鐘開放索票入場，視障者優先入
座，額滿為止。本活動全程錄音，活動開始後，請勿隨意進出。

歡樂好聲音 片長107分鐘

● 日期：03/10（六）14：00 開始放映       ● 地點：4F 4045 教室

故事的主角巴斯特穆恩，是一隻風度翩翩、口若懸河的無

尾熊，曾經經營一家金碧輝煌、高朋滿座的劇場，但是現在卻

窮途潦倒、門可羅雀。為了不讓劇場關門倒閉，他只剩最後一

次機會讓他的劇場再度成為藝能界最高的殿堂，他必須舉辦一

場全世界最盛大的歌唱選秀大賽。

經過競爭激烈的海選之後，晉級總決賽的五位選手終於出

爐：一隻歌唱技巧和詐欺技巧一樣高竿的老鼠；一頭超膽小又

超會怯場的大象；蘿希坦，一個必須照顧25隻小豬仔累到快

「花轟」的豬媽媽；強尼，一隻在黑道家族長大的年輕大猩

猩，希望能趁這個機會脫離他的犯罪家族；以及愛希，一隻參

加龐克樂團的豪豬，她一心想擺脫她那狂妄自大的男友，展開單飛的歌唱生涯。當這

五位選手終於站上巴斯特的劇場舞臺，他們都相信這將是改變他們一生的最好機會，

巴斯特也在巔峰對戰總決賽愈來愈接近之前，一一地悉心指導這五位選手，而在這個

過程中他開始發現，也許該拯救的不只是他的劇場而已。

《 小豬上街買東西 》  
● 日期：03/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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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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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本看世界：戰爭與和平
● 日期：03/01～03/31     ●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 2F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對戰爭、霸凌及暴力說

不！

無論是大衛‧麥考菲爾的《不可以》，小林豐的

《世界上最美麗的村子》，幾米的《同一個月亮》，或

是張蓓瑜的《班雅明先生的神祕行李箱》，這些構圖看

似童趣的繪本，敘述的卻是不簡單的故事。從小群體的

霸凌事件，到國際間的戰爭議題，除了品德教育，我們

更應該讓孩子從繪本看世界，真正認識及關心他們成長

的環境。本月親子資料中心挑選一系列與戰爭議題相關

的繪本好書，歡迎親子一起到圖書館來閱讀。

● 時間：03/17 (六) 14：00－17：00   ● 地點：1F 簡報室

《 終生瘦用 211 全平衡瘦身法 》
● 時間：03/23 (五) 14：00－16：00   

● 地點：4F 4045教室 (13:30入場，額滿為止)

影片欣賞 1

【繪本童書園】故事戲劇時間

故事童樂會

繪本主題書展

與作家有約

臺灣基督徒史資料庫與社會網絡研究

臺灣學系列講座

李  昂（知名作家、美食評論家）

知名作家及美食家李昂，本名施淑端，臺灣鹿港人，美國

奧勒岡州立大學戲劇碩士。第一篇文章《花季》發表於高中時

即走紅文壇，現已出版多本小說、散文等，且類型及題材迥

異。尤其善寫具爭議性的政治小說及女性情欲的心理，是此領域

的先行者。 

李昂除文學創作外，對美食也有執著與熱愛，將錢財視為身外物的她，曾賣了一

間臺北房產，作為嚐遍國際及臺灣知名餐飲、小吃的基金，不僅實現自己的心願，也

豐富對美食的體驗與觀察，成為新作的題材，寫了《鴛鴦春膳》等書，讓讀者可以一

窺美食奧秘，沉醉文學美食家獨具魅力的分享。 

《 貪戀青春 》
● 時間：03/21 (三) 14：00－16：00   

● 地點：4F 4045教室 (13:30入場，額滿為止)

閱讀活動

李昂提供

邱淑娟（臺北市百齡高級中學校長、三度參訪芬蘭教育現場）

陳聖元（《芬蘭的青年力》作者、芬蘭交換學生）

2001年，芬蘭15歲學生在國際學生評量（PISA）名列第

一。    

直到今日，奇蹟般的芬蘭教育仍令全球嘖嘖稱奇 ——教室

樂趣多、老師輕鬆教、學生學得好……祕訣是什麼？

在臺灣教書，每天趕進度、拚成績，回家還得備課……

你，也累了嗎？本書作者沃克是美國教師，同樣曾被教學壓力逼到超崩潰，直到

2013年隨著妻子遷居芬蘭，並於當地小學任教，才重新看見希望。

四年多來，沃克憑藉過去在美國的教學經驗，與芬蘭學校兩相對照，歸納出5大

重點，以及33個快樂教、快樂學的實用策略，可套用在任何課堂，甚至另一個國家的

教育體系，絕不是只在芬蘭適用。

《 臺灣教師，如何像芬蘭這樣教？ 》

  —— 邱淑娟 ╳ 陳聖元，臺灣版芬蘭教育觀察分享會
● 時間：03/24 (六) 10：00－12：00   

● 地點：4F 4045教室 (09:30入場，額滿為止)

王政文（東海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本次講座主要說明臺灣基督徒史資料庫的建立方法，及其在

社會網絡研究上的實務運用。首先，介紹如何透過「洗禮簿」與

「信徒名冊」，再加上教會檔案、書報雜誌、傳教士著作與回憶

錄、基督徒著作、官方檔案……等各類史料，逐步建立完整的臺

灣基督徒資料庫。

其次，介紹如何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法，來釐清基督徒的人際

及婚姻網絡，瞭解基督徒的信仰與其人際交往、家庭、工作與社

會聯繫等面向之關係。最後，說明資料庫之建置與數位人文研究

方法，將如何運用在未來臺灣學的研究上。

● 時間：03/10 (六) 09：30－12：20   ● 地點：4F 4045教室

2018 花漫中山樓

● 時間：03/02～03/25 (09：00－17：00 / 16：00 停止售票)   

● 地點：陽明山中山樓

活動期間有集章禮、見面禮、門票優惠及文創商品特

價等等；歡迎大家一起來賞花‧遊古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