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入 FB 粉絲
團，來跟我
們互動吧!

07/05（四）

實習男生存法則

10 Minutes

浩贊是一位在公家機關服務的菜鳥實習生，為前途與錢途努力
工作、日夜爆肝，對上司言聽計從，就連下班後還扛行李、陪
爬山、狂應酬，還得跟老鳥搏感情，這一切卑躬屈膝只求佔有
一席之地，身扛家計重擔的他，放棄了電視臺考試機會，同時
說服女友接受他認真做一介上班族。好不容易公司有了正職職
缺，眼看著好運就要降臨，不料內定招考卻被走後門的空降女
恩惠壞了長久以來的盼望，昔日麻吉也見風轉舵，讓他尷尬委
屈接近崩潰邊緣。究竟為了生活與夢想，他該如何奮力往上
爬?

片長93分

[韓]

07/12（四）

國王的抉擇

The King's Choice

1940年4月，正值二戰如火如荼進行之際，挪威國王哈康七世
面臨德國人下達的最後通牒:投降，或是滅亡。為了躲避德軍
追捕，皇室家庭不得不逃離首都。公主瑪莎帶著孩子們逃往瑞
典尋求庇護，國王哈康跟王子奧拉夫則固守家鄉準備與德國人
決一死戰。在絕望 地躲避德軍搜捕三天後，國王哈康做出了
最後的抉擇，一個可能賠上包含他與家人在內，成千上萬挪威
人性命的決定。

片長105分

[挪] 

07/19（四）

雙面君王

Masquerade

1616年，朝鮮宮廷內亂，謀反傳言甚囂塵上，光海君身陷暗
殺危機，於是秘密下令心腹都承旨許均尋找容貌相似之人在日
落後進宮為君王作替身。都承旨找遍府城，終於在青樓找到容
貌酷似君王的說書人「夏善」。夏善進宮接受一連串為王訓
練。將光海軍的聲音舉止模仿的維妙維肖，有如本尊一般。但
某天夜裡光海君王身中劇毒命在旦夕，夏善必須臨危上陣，等
待光海君的甦醒。當王的生活中，夏善以他平凡老百姓的眼光
和善良的新執政，大破宮廷規矩禁忌，讓暴君變成勤政愛笑的
好君王，然這一切改變卻掀起朝廷內更多的猜忌，就連王后也
開始懷疑。謀逆、暗殺……一連串罷黜行動一觸擊發，夏善15
天的「替身君王」是否能夠全身而退?或者，成為真正的君王?

片長132分

[韓] 

07/26（四）

寶貝老闆

Boss Baby

描述七歲的提姆有個穿著西裝領帶、說話像大老闆的寶貝弟弟
(亞歷鮑德溫 配音)，為了照顧這位「老闆」，父母早已分身乏
術，提姆覺得父母對他的愛已被弟弟佔據。但是當提姆發現這
位寶貝老闆正在執行秘密任務，只好與弟弟站在同一陣線，希
望再次擁有父母對他的愛。

片長98分

[英] 

影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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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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5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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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非王土》主題電影院

展 

覽

我是王，我沒醉，但是，我很累。

我要管理所有的子民，我要處理所有選民的陳情，

我還要提防國內鬥爭，讓我別從王座上摔下來。

今夜我不想當王，我想當個平凡的醉客。

你有沒有空，聽聽我的心聲？

我想向你訴說我的一聲，

我想告訴你我怎麼掌管我腳下千千萬萬個部門，

我會教你怎麼掌握你下屬的心思。我什麼都會，因為，我是王。

『王』的酒後心聲

我是臣民，我是下屬，現在是晚上11點27分，

王睡了，而我終於下班了。

我每天緊握著手機，等著王傳喚我。

我生活的幸福好壞，取決於王的心情。

我受人擺布，但是我不甘願臣服。

來，耳朵靠過來，我想讓你知道怎麼在王的眼皮底下過活。

我可以討得王的歡心，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該學的技巧，該耍的嘴皮，該有的心機，

就在今晚我會通通教你。

噢，當然了，還有那些難過的心情。

老實跟你講，說到職場生存，沒人比我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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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音天后 Florence Forster Jenkins      片長111分鐘 [英] 

■播放場次：07/22(日) 一場/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導 賞 人：黃英雄老師 (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樂壇奇葩真人真事改編！紐約貴婦佛羅倫斯從小便熱愛音樂及歌唱，期許自己有一天成
為當代最偉大的女歌手。然而，她一開口唱歌便如魔音傳腦般令人震撼，自我感覺超良
好的她，卻覺得自己的歌聲就像天籟美音、黃鶯出谷。善良的丈夫貝菲爾在旁守護支持
著佛羅倫斯，不願戳破她對於演唱事業的癡心妄想，直到她開口希望在樂壇聖地紐約卡
內基音樂廳舉辦售票演唱會，貝菲爾才發現大勢不妙，眼看事情一發不可收拾，貝菲爾
該如何告訴佛羅倫斯殘酷真相，而佛羅倫斯在一連串的歌唱特訓後，又會以怎樣的歌聲
震撼全場？

賴明郎畫展
● 日期：07/04～07/15       ● 地點：4F 雙和藝廊 

賴明郎先生於1964 年生，先後受業於陳懷谷先生與歐豪

年大師，秉持恩師的指導，加上自我的苦學勤耕，不斷尋求

突破，深得嶺南精髓。其藝術境界受歐豪年恩師影響，認為

繪畫需具神韻之筆墨和詩之意境，而達真善美的效果，以形

神兼備、雅俗共賞為理想。

本畫展是其創作的精華集結。透過嶺南畫派之神形氣

韻、筆墨渲染等技法，以最簡單的畫面表達最深奧的意境；

且色彩的渲染、造境，及獨特的氣氛營造，是畫展的特色。

蕭寶玲插畫展

● 日期：07/18～07/29       ● 地點：4F 雙和藝廊 

詩人楊喚從1950年開始以「金馬」為筆名發表童詩，

雖然數量僅20首，卻成為臺灣兒童詩的創作典範。插畫家

蕭寶玲在中學課本中邂逅楊喚，驚艷於簡單文字中的豐富畫

面，2013年起依據詩意，以療癒清新的筆調與淡雅的水彩，

持續創作楊喚詩畫，已發表「童話裡的王國」、「森林的

詩」、「小紙船」、「七彩的虹」、「花」、「毛毛是個好

孩子」、「夏夜」，以及「美麗島」；本次展覽除推出新作

「春天在哪兒呀？」外，作者並將於周末駐場導賞詩畫。

● 日期：07/03～08/05       ●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下屬的嘮叨絮語」
● 日期：07/03～08/05       ●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雙和藝廊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512 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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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室整修，影片播放地點改至4045教室，並調整播放場次為1場★

★電話：(02)2926-6888 #3512 賴先生★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訂閱電子報，
更快速獲得活
動訊息 !!

● 參加對象及方式：高中生以上皆可，現場/網路報名(活動開始前三週開放網路報

名：本館首頁/活動報名)

● 講師：趙飛鵬 (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

● 參加方式：網路報名(本館首頁/活動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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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參加方式：現場或掃描QR-code報名      ● 參加名額：80名

● 講師：汪佳燕 ( 自由記者與攝影師 )

● 合辦單位：財團法人光泉文教基金會

講者2015年搬到緬甸，一頭栽進緬甸民主之路的報導旅程。帶著器

材上山下海，去到很多人無法像想的角落。背後原因是因為好奇，能夠

執行是因為受過專業的新聞報導訓練。願意繼續是因為深信有太多故事

與事件還沒有被報導。你可能覺得無關緊要，但對於住在緬甸的人卻是

生與死之間的差別﹗講師的作品詳 http://www.annwphoto.com/

鏡頭下的翁山蘇姬與緬甸～一位攝影記者的紀實

● 日期：07/29 (日) 10：00－12：00      ● 地點：B1 樂學室

多元文化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

本館與東南科技大學合作「博采風華─

六十七兩采風圖合卷特展」，運用新媒材與資

通訊技術將《六十七兩采風圖合卷》以數位無

限畫布概念展示並且透過AR擴增實境，呈現

更具深度的文化意境。展覽期間上午10時至12

時、下午2時至4時，安排專人解說，歡迎民眾

蒞臨參觀。

「博采風華─六十七兩采風圖合卷特展」
● 日期：即日起～07/15       ● 地點：5F 特展室 

博采風華特展                                   電話：(02)2926-6888 #4220 張先生

藏書與文化保存

● 日期：07/04 (三) 14：00－17：00      ● 地點：4F 4045教室

圖書維護專題講座                           電話：(02)2926-6888 #4217 徐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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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活動名稱 講師 地點

7/20（五）

11：00～12：00

創意手工書製作 (上)（每場30人）

（書籤編織）
楊鎮宇 老師 4樓 4045教室

7/20（五）

13：30～16：30
創意手工書製作 (下)（每場30人） 闕雅慧 老師 4樓 4045教室

107年好書交換活動 (夏季)

炎炎夏日正是透過閱讀串起人與人之間交流的好時機。國立臺灣圖書館107

年夏季好書交換活動，為民眾搭起分享珍藏圖書及閱讀心得的橋梁，期待您的

參與讓書的生命更有意義，讓閱讀豐富更多的心靈。

● 收書時間：07/10 (二) ─ 07/20 (五)  14:00-19:00 ( 逢週一休館 )      

● 收書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3樓服務臺

                   (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85號 )

● 換書時間：07/21 (六) 14:00-16:00   

● 換書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B1樂學室 ● 洽詢電話：02-29266888 分機 2108

收書原則及換書方式請詳閱本館網站最新消息；換書當日還有

「換好書、抽好康」活動 (兌換方式及名額以網頁公告為準)，歡迎

民眾踴躍參與。【為響應環保，換書當日，請民眾自備書袋裝書】

 

本館中山樓、科教館及陽明書屋合作辦理「科學‧人文‧生態─輕旅行」聯票發

行！歡迎至本館1樓「6號流通櫃檯」或中山樓售票處購買，享多重加值優惠，心動不

如馬上行動，售完為止!

● 販售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中山樓、科教館及陽明山園區販賣部 

● 聯票價格：每套180元

● 聯票內容：(1) 中山樓：一般參觀門票暨免費導覽。(2) 科教館：3～6F 常設展入場

券。(3) 陽明書屋：參觀門票。

中山樓票券加值購：

A. DIY研習課程 (原價NT$200元/人) 優惠價NT$150元/人(含剪紙、拓碑及絹印實

用帆布筆袋)，採團體預約制，最少預約人數20人，最多150人。B. 中山樓故事

展AR/VR科技體驗 (原價NT$80元/人) 優惠價NT$60元/人，採團體預約制，最少

預約人數5人，最多25人。C. 中山樓文創商品，憑票原價85折優惠。

2018 中山樓活動

「科學‧人文‧生態─輕旅行」聯票發行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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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4（三）△ 等待 / 慧民 阿姨                 

                   ▽ 圖畫在說悄悄話 / 梅子 阿姨

 7/11（三）△ 最美好的地方 / 筠珍 阿姨         

                   ▽ 老虎 / 繼英 阿姨

 7/18（三）△ 一隻與眾不同的狗 / 素娥 阿姨     

                   ▽ 車票去哪裡了? / 櫻桃 阿姨

 7/25（三）△ 野狼的肚子我的家 / 慧民 阿姨     

                   ▽ 紅忍者 / 梅德林魔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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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內褲隊長                   （中文發音、中文字幕）片長89分鐘

● 日期：07/14（六）14：00 開始放映       ● 地點：4F 4045 教室

啦啦啦！改編自戴夫皮爾奇的同名暢銷圖文漫畫，劇情描述頑

皮、熱愛惡作劇的喬治與哈洛，將討厭的克朗校長催眠成他們創作

的漫畫人物「內褲隊長」，然而正當學校來了一位新的老師史尿褲教

授，他一直努力想毀掉孩子們的歡笑，因此喬治與哈羅德只能和內褲

隊長聯手，打擊這個邪惡的壞教授……。

《超神奇糖果鋪》、《超神奇雨傘鋪》、《超神奇種子鋪》  

● 日期：07/07（六）10：30－11：30     ● 地點：B1 樂學室

● 故事帶領者：本館說故事志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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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書大家讀～2017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 日期：07/01～08/31     ●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一年一度的《好書大家讀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得獎書

展又來囉!在「圖畫書及幼兒讀物組」得獎好書部分，有伴隨

家人溫暖記憶的《外公的大衣》、深刻描繪母親意象的《有時

母親，有時自己》、公車追逐車票引發的一趟有趣旅程《車

票去哪裡了?》、留下未知結局的《班雅明先生的神祕行李

箱》，以及利用精湛的園藝作品改變陰鬱小鎮氛圍的《午夜

園丁》……。想知道還有哪些好書獲得殊榮嗎？歡迎您一起

到圖書館來感受這些精彩繪本故事的圖文魅力喔。

影片欣賞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檯

【蟋蟀說故事】假日說故事時間

故事童樂會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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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品（國立臺北大學專任助理教授）

北歐國家的育幼扶老與就業政策，是舉世公認的典範。本

講座除《北歐經驗，臺灣轉化》分享外，同時導讀「北歐式照

顧」之網路報導與書籍。網路深度報導包括聯合報系記者梁玉

芳與江睿智的瑞典觀察，與公視「獨立特派員」記者周傳久的

北歐報導。書籍如《女性、國家、照顧工作》、《臺灣女生、

瑞典樂活》、《北歐銀色新動力》、《幸福是我們的義務》、《不在病床上說再見：

帶著尊嚴離開的臨終選擇》、《第二人生》等，引領讀者探討北歐對少子女化與高齡

化之思考與對策，提供讀者多元面向之思維。

《北歐經驗，臺灣轉化》北歐如何走出高齡少子化？

● 時間：07/03 (二) 14：00－16：00   

● 地點：4F 4045教室 (13:30入場，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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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加入學習行列！63期終身學習研習班招生中！

● 新課程：

   『插畫輕水彩』週四 (14:00-16:00) 南西老師 (陳宜君) 授課

   『山水畫造形與筆墨基礎』週四 (19:00-21:00) 何堯智老師 授課

   『繪本賞析』週四 (19:00-21:00) 王卉文老師 授課

● 報名方式：

即日起至7月31日止，未開課前各班仍有剩餘名額，採現場報名繳費(詳見繳

費方式說明)。

● 繳費方式：現場繳費與匯款繳費(詳見招生簡章)

● 簡章索取：本館1樓服務臺、本館網站、活動訊息 / 研習班查詢

● 招生洽詢：企劃推廣組2926-6888 分機5405 余小姐

墨西哥的鞋匠家族有個代代相傳的家訓，就是家族的成員絕不能

與音樂有任何關係，但天生音樂魂的男孩米高難以抵擋音樂的魅力，

時常躲在家中閣樓練習，更無師自通了一身不得了的吉他技巧。直到

亡靈節當天米高誤闖「夜總會」，並遇到已故的祖先，才發現他的家

庭有段不為人知的過去。《可可夜總會》完全抓住亡靈節的精髓，透

過米高的冒險故事，描繪出了燦爛有趣的亡者世界，其中沒有任何的

恐懼色彩，有的只是對亡者的愛和敬意，這也是萬物生生不息的精神延續。

可可夜總會               （中文字幕、中文發音）片長128分鐘

● 日期：07/28（六）14：00 開始放映       ● 地點：4F 4045 教室

用碎形來作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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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明璋（臺灣數學教育協會理事）

大自然無處不是結構之美，經藝術家的巧手，成為生活、文化與藝術精華。如今

透過AMA的「結構複製繪圖法」，可將大自然碎形如林木、山、雲霧、草、紋路等山

水畫元素變得更容易親近，人人皆可運用「幾何變換」，激發創意，快速完成作品。

本講座將以實作或步驟化的方式，說明平移、旋轉、縮放等是如何用來設計山水畫，

甚至一些特殊的建築結構。

● 時間：07/07 (六) 09：30－11：30   ● 地點：4F 4045教室

藝數摺學－從碎形談起

李政憲（臺灣數學教育協會理事）

透過剪紙與摺紙，也可以完成很藝數的碎形圖形！本講座將帶領大家欣賞摺紙

中的數學作品，進一步透過手作，用一般隨手可得的影印紙與色紙，完成Sierpinski 

Triangle、貝殼螺線，以及自我相似波浪螺線等容易上手卻頗富數學味道的作品並且

探討其數學原理，讓大家可以學以致用，用數學來點綴生活中的美麗！

● 時間：07/07 (六) 14：00－16：00   ● 地點：4F 4045教室

吳在    （兒童文學家）

上了小學，孩子開始要學習認字、寫字，還需不需要為孩

子說故事呢？如果孩子都只想聽故事，不想自己閱讀，會不會

影響學習呢？要如何引導聽故事長大的孩子養成主動閱讀的好

習慣呢？聽專家如何為家長解惑，並運用實例，提供家長閱讀

引導的好方法。

 如何引導孩子從聽故事到愛上閱讀
● 時間：07/10 (二) 10：00－12：00  ● 地點：4F 4045教室

● 參加方式：現場 / 網路報名 (09:30入場，額滿為止)

閱讀素養起步走 (一)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觀音法理〉與臺灣文化：臺灣傳統宗教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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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玉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為什麼「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最醜惡的風景也是人？為

什麼臺灣人具有熱情、善良、純粹利他的特質，卻又同時兼具

一種空有慈悲的個人德性特質，而缺乏大智慧、大勇氣的社會

正義？1980年代，為什麼是當代臺灣造新神的鼎盛時代？臺灣人的「造神原理」是

何？臺語文（閩南語）的禪味、臺灣人的生物血緣及文化「血緣」、臺灣政治史的最

重大特徵，也就隱性文化，如「狗走豬來」、日人「德政」等，究竟如何形成？本次

講座將深入探討及解析臺灣傳統宗教、觀音法理，在心靈、靈魂、個體意識、宇宙意

識等層面上的意義。

● 時間：07/14 (六) 09：30－12：20   

● 地點：4F 4045教室 (09:20入場，額滿為止)

「動」態萬千

「樂ㄌㄜˋ讀」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詹俊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臺師大體育系詹俊成老師的運動教室，告訴您瞭解並增加

體適能的訣竅，時時運動、處處運動，養成規律運動的好習

慣！從現在開始，遇見更完美的自己，快來一起動一動！

貼心小叮嚀：請著方便活動的寬鬆衣褲及球鞋 

● 時間：07/14 (六) 14：00－16：00 (13:30入場，限額60名)   

●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 B1研習教室

 

想瞭解有哪些實用的法律資源？想知道和自己生活相關的最新法條內容？本課程針

對一般生活中實用的小議題進行使用引導，例如：房屋漏水、轉租問題、遇到惡意逼

車……。瞭解法律，對自己、對家人多一點保障。館藏豐富的電子資源等您使用。

● 時間：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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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學

                   習入口網。

(2)電話報名：(02)2926-6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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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資源推廣課程

法律知識一把罩，保障你和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