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入 FB 粉絲
團，來跟我
們互動吧!

08/02（四）

海鷗食堂

かもめ食堂

芬蘭的首都赫爾辛基是個風光如畫的臨海城市，當中有一所由
日本女性開設的日式食堂「海鷗食堂」。店主兼廚師是一位中
年日本女子幸江，她以簡單美味的日本傳統食品「飯團」作為
餐廳的招牌菜。這家奇特的店吸引了不少路人進來一探究竟，
可卻總是沒人願意坐下來吃點東西……

片長102分

[日]

08/09（四）

料理鼠王

Ratatouille

料理鼠王是部充滿笑料與原創性的作品，故事描寫一隻名叫小
米的小老鼠，雖然受限於他先天的條件，即使他的家人總是喜
歡嘲笑他愛做白日夢，他最大的夢想就是能成為一位頂尖的廚
師。當小米意外來到美食之都巴黎，他發現他居然處於他的
偶像-食神創立的美食餐廳的地底下，簡直有種美夢成真的感
覺……

片長111分

[英] 

08/16（四）

美味關係

Julie & Julia

茱莉鮑爾是個美國上班族。她一向過著一成不變的生活，每天
無聊的公務員工作，讓她感覺到人生沒有真正的方向與目標。
然而在閱讀傳奇女廚師茱莉亞查德的著作後，她決定在她30歲
生日……

片長124分

[英] 

08/23（四）

新創金牌廚師

Cooking at the 
world's end

2003年，九位年輕的廚師用他們高超的烹飪技巧以及專業知
識改變了家鄉-加利西亞的美食。烹飪革命在西班牙其他地區
風靡數年，但加利西亞聞名的一直都只是家鄉傳統美食，而沒
有任何創新。隨著新一代生產者以及農夫出現，他們對食物有
了不一樣的見解，雖然使用的是新的機具，但他們仍舊依附大
自然，崇尚天然。現在，這一群廚師新一代的廚師要為加利西
亞美食做出更多新滋味，也在短時間內打響加利西亞的國際知
名度。(本片為紀錄片)

片長90分

[西] 

08/30（四）

基佬大廚

Chef’s Special

馬西是個在馬德里經營餐廳的同志廚師，前妻突然病逝，一
雙兒女住進他家；隔壁搬來一位有著陽光笑容的帥氣足球明
星，弄得他心頭小鹿亂撞，偏偏風騷的餐廳女經理也煞到這天
菜……

片長103分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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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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欲之夏》主題電影院
展 

覽

從前從前，康康身體就很不好。可是省吃儉用的康康，捨不得花錢，

於是便很努力的鑽研保健的方法，

終於，他身體比超人還強壯，簡直是久病成良醫。

聽完這個故事，我覺得你應該要見見康康，聽他說怎麼保健。

對，你應該要健健康康。這檔的書展，就是要教你如何健健康康。

社會在走，健康要有，你聽到你身體裡的聲音了嗎？

他正在吶喊「我要見見康康！」。

來，這裡就可以健健康康喔！

「本次展出圖書包含一般圖書及政府出版品」

「健健康康」

在夏天的時候，蟬會吱吱吱吱地叫。吱吱吱吱是很重要的聲音，它代表夏天。

吱吱吱是猴子的聲音，你在夏天的時候，有去動物園嗎?

吱吱是鳥的叫聲，它象徵生命力。吱是?!知識就是力量!

你是不是你工作領域的專業呢？你知道其他領域、行業的知識嗎？

多懂一點對你的生命有益無害喔！

「知之知之」主題書展匯聚了各行各業，

你想不到的、沒看過的知識，怎麼樣？

這個夏天我們一起來「知之知之」吧。

「本次展出圖書包含一般圖書及政府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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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森食光 冬春篇                              片長120分鐘 [日] 

■播放場次：08/26(日) 一場/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市子(橋本愛飾)的母親在她幼年時不告而別。結束一段城市裡的同居戀情後，市子決定

返回東北故鄉,獨自住在山中聚落"小森"的老房子裡。在這個被溪流與森林圍繞，單車往

返最近的超市要花上一整天的偏遠地方，她下田耕作，在小森林裡自給自足。一個人、

市子種植、採集、料理，不斷地料理。循著記憶中母親的配方，她調理出榛果巧克力

醬，伍斯特醬，夏天的米麴氣泡酒與冰鎮蕃茄，秋天的胡桃飯與辣味醃魚。四季更迭

……

回疆穆斯林的世界
● 日期：08/01～08/12       ● 地點：4F 雙和藝廊 

回民，就是要回到祖先當初的地方，故自稱回族。其生活，仍

然保有自己的方式，不被同化。

這個族群，在歷史上，有他們的悲劇性，能有機會記錄這族群

當代的狀況，雖然仍存在女性歧視議題、醫療落後、教育資源等方

面的議題，盼在此次紀實攝影的範疇中，能忠實呈現他們實際的生

活。

Lara Chen 隨順繪創作個展—理想中的現實生活

● 日期：08/15～08/26       ● 地點：4F 雙和藝廊 

若問人們是否對現狀滿意，多數人對現狀都不滿意，那麼理

想中的現實生活又是什麼呢？

針對這個疑問，邀請近十個人，花費兩年多的時間，每個人

幾個月內來被畫一張畫，作畫時只要被繪者坐著觀想他理想中的

現實生活就好，隨著時間變化，讓被繪者當時的心境停留在畫面

中，觀察兩年多來一個意識到自己要的理想生活的人，畫面的變

化，透過感覺將色彩與意境呈現在作品上。

● 日期：08/07～09/02       ●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知之知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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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穿越五十 中山樓故事展」運用創新科技技術，以AR (擴增實境)，VR (虛擬實境)

及多媒體互動科技，給予民眾截然不同的參觀體驗。

偏鄉學校及弱勢學生參訪中山樓戶外教育活動補助

● 活動日期：08/01～12/10      ● 地點：陽明山中山樓

●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額滿或11月底止

● 申請資格及方式：教育部認定之偏遠地區國中小學或其他地區

之弱勢學生，以學校或團體為報名單位，請參照簡章 (下載網址 

http://chungshanhall.ntl.edu.tw)

● 活動人數：每梯以36位學生及4位帶隊人員為限，共25梯

● 補助項目：交通費及午餐費，補助金額請參照簡章內容

● 活動主題：

 I 主題導覽 (5選2：名家藝術珍品、建築與裝飾、自然環境、歷史沿革、統整學習)

 II  中山樓故事展 (AR/VR/互動)  III DIY活動 (剪摺紙、彩繪或絹印體驗)

107年樂遊中山樓                                      電話：(02)2861-6391陳小姐

● VR虛擬實境：※山中傳奇古今對照※世界唯一硫磺坑口上

的建築※山中瑰寶翠綠建築

● AR擴增實境：※雕梁畫棟藝術風采※藝術珍藏吉祥寓意

● 多媒體互動體驗：時光長廊

● 觸控科技：拍照互動區並可上傳FB

108年7-12月雙和藝廊展覽檔期申請開始囉！

● 申請時間：即日起～9/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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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半年度雙和藝廊檔期」。詳細資料請上本館網

站查詢。

眷戀－李小玲水墨創作展

● 日期：08/29～09/09       ● 地點：4F 雙和藝廊 

眷村是臺灣特有聚落，政府為安置隨軍來臺之軍眷而搭蓋的

簡易房舍，大江南北匯聚一地，交融出深厚情感亦演繹出諸多感

人故事，改建後，往事隨即消逝。作者李小玲為共和新村之女

兒，藉由水墨詮釋眷村生活點滴。

芳池荷風－鄭千荷書畫創作展

● 日期：08/29～09/09       ● 地點：4F 雙和藝廊 

只要有心與勇氣，圓夢非難，鄭千荷於花甲之年毅然踏入藝

術學府開始進修，臺藝大書畫系畢業後，更進一步攻讀臺師大美

術研究所，承蒙二校優秀師資的薰陶與指導，對各派荷花風格情

有獨鍾，因而以荷花為本次展覽的主題。

「穿越五十 中山樓故事展」

● 每日參觀時間：09：00、10：30、13：30、15：00      ● 地點：陽明山中山樓

中山樓活動                                                         電話：(02)2861-6169

 

電子資源推廣課程

● 對象：凡對課程主題有興趣者，歡迎報名參加    ● 地點：4F 4045教室

● 報名方式：請上本館活動網頁報名或電話報名：（02）2926-6888轉4211或

4223 ( 週一至週五 09:00─17:00 )

● 課程時間及主題：

08/01 ( 三 ) 14:00─17:00  悠遊音樂世界與文學地圖

08/08 ( 三 ) 14:00─17:00  影音資源真精采‧語文學習無障礙

08/15 ( 三 ) 14:00─17:00  探索期刊論文與新聞報紙

08/18 ( 六 ) 09:30─12:00  贏在起跑點，養生沒煩惱

08/29 ( 三 ) 14:00─17:00  臺灣學研究資源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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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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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座

 8/01（三）△ 小紅母雞 / 筠珍 阿姨                 

                   ▽ 大排長龍的胖舅舅麵包店 / 鳳梨 阿姨

 8/08（三）△ 獅子的新家 / 鳳梨 阿姨         

                   ▽ 奶奶臉上的皺紋 / 梅子 阿姨

 8/15（三）△ 誰都不准通過！/ 素娥 阿姨     

                   ▽ 長壽湯仙女 / 蘋果 阿姨

 8/22（三）△ 外公的大衣 / 櫻桃 阿姨     

                   ▽ 小蠶豆的新床 / 梅德林 魔法師

 8/29（三）△ 三個強盜 / 詩婷 阿姨     

                   ▽ 鼴鼠的煩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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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rs3─閃電再起        （中文發音、中文字幕）片長109分鐘

● 日期：08/11（六）14：00 開始放映       ● 地點：4F 4045 教室

地表最帥車手最後一搏。老將新秀齊聚，閃電麥坤在油車水鎮的

好朋友全都到賽車場，替麥坤打氣，更快更炫的新一代賽車則是新加

入的挑戰者，誓言要在賽道上打敗閃電麥坤。 這回常勝軍麥坤遇上了

最強勁的對手—後起之秀風暴傑森。新一代的賽車有著全面升級的超

跑配備，在比賽中搶盡麥坤的風頭，成為媒體和觀眾矚目的焦點。心

急的麥坤為了贏回冠軍寶座，鋌而走險，竟發生重大車禍，重傷之下

只得退出比賽。知道自己非改變不可，閃電麥坤得找到願意再次相信他的贊助商、訓

練員，才有機會重回賽道，找回往日的光榮。

《掉出書裡的大野狼》繪本戲劇活動  

● 日期：08/25（六）11：00－12：00     ● 地點：B1 樂學室

● 故事帶領者：世界宗教博物館奇幻精靈劇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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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好書部份，有藏匿

在每一頁圖畫裡的小老鼠與不斷覓食的胖喵大過招的《好餓

好餓好餓》、描繪當代建築大師札哈‧哈蒂作品的《世界不

是方盒子》、要去探望奶奶的小女孩公車冒險記之《誰和我

一起搭公車?》、以及不能玩手機遊戲卻在大自然裡找到生

命的感動與樂趣的《無所事事的美好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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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本童書園】故事戲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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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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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士維（秀傳亞洲遠距微創手術中心院長暨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醫療副院長）

醫療技術日益精進，全球人口老化趨勢和高齡化問題持續，

醫療技術和醫療照護、設備的知能加劇渴望。國內部分醫療機構

有鑑於微創手術已成全球趨勢，為提升我國微創手術技術，與法

國最具規模的微創訓練中心（IRCAD）簽約，成立亞洲遠距微創

手術訓練中心（AITS），亦是目前全球規模最大的訓練中心，提

升臺灣醫療水準、扶植生技產業、協助研發微創手術器材，建立

臺灣國際醫療形象與開啟跨國交流的大門。秀傳亞洲微創訓練中心從2008年成立至

今已訓練超過5000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外科醫師。本講座特邀請擔任秀傳亞洲遠距微

創手術中心黃士維院長，分享外科微創手術新趨勢，對微創手術技術範圍與應用之醫

學新知，提供讀者多元醫學知能與新思維。

 外科微創手術的新趨勢
● 時間：08/22 (三) 14：00－16：00   ● 地點：4F 4045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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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紀錄片行動列車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跟著鏡頭看臺灣】

● 地點：4Ｆ4045教室  (活動當日13:30 開放入場，額滿為止。)

    8/10 (五)  14:00   飛行少年 (普) 118 分鐘 / 映後座談：黃嘉俊導演

8/17 (五)  14:00   不老騎士─歐兜邁環台日記 (普) 90 分鐘 /

                        映後座談：華天灝導演

    8/24 (五)  14:00   與海豚的約定 (普) 60 分鐘

● 主辦單位：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公共電視

文化事業基金會  ●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圖書館

跟著你最愛的表情符號，一起在智慧手機的神祕世界裡展開冒

險！在這不為人知的國度裡，每個表情符號都有屬於自己的獨一無二

的情緒，然而吉星卻與眾不同，他有各式截然不同的情緒表現。這讓

他無法正常工作，也深怕辜負家人使命，甚至被手機主人刪除。他與

好友吉掌以及駭客大神尋找解方的道路，期望能讓他與常人無異，也

經歷一場充滿樂趣的冒險！

表情符號電影             （中文字幕、中文發音）片長86分鐘

● 日期：08/25（六）14：00 開始放映       ● 地點：4F 4045 教室

生活中輕鬆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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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雍慧（荒野保護協會氣候變遷推廣講師）

一、介紹氣候變遷與臺灣的能源現況

      介紹氣候變遷與臺灣目前能源狀況，讓民眾看懂電費單與電費計價基礎。

二、介紹生活中的節能

介紹在民眾端的生活節電，有那些簡單步驟可做，讓民眾覺得節能節錢輕鬆可

行，並用綠活圖方式，來活化民眾的節能概念。

三、節能工作坊

      介紹「節能」不止有「節電」，在生活上還有那些行為，也深深關係到節能。

● 時間：08/04 (六) 14：00－16：00   ● 地點：4F 4045教室

氣候世代森林觀

林君蘭（荒野保護協會氣候變遷推廣講師）

眾所皆知臺灣擁有豐富的森林資源，但你可知道森林究竟如何影響我們每天的生

活？臺灣自1990年代禁止伐木以來，我們的森林有沒有更好更健康呢？現今木材仍

是許多產業重要的原物料，那麼禁止伐木之後木材那裡來呢？關於伐木的問題，邀請

同屬氣候世代的你我來關心。

● 時間：08/22 (三) 09：30－11：30   ● 地點：4F 4045教室

林玫伶（臺北市立國語實小校長）

為什麼幫孩子買了一堆書孩子都不看？坊間的閱讀材料這麼

多，要怎麼幫孩子挑選適合的課外書呢？了解不同年齡孩子的認

知發展與學習，才能在茫茫書海中找到適合的閱讀素材，打造孩子適合的學習地圖。

 選對閱讀素材建構孩子學習地圖
● 時間：08/12 (日) 10：00－12：00  ● 地點：B1 樂學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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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臺北、臺北知府、臺北府城！

臺北誕生140周年專題講座             電話：(02)2926-6888 #4221 陳先生

廖俊傑（中華河洛暨開漳聖王文化研究會理事長）

● 時間：08/10 (五) 10：00－12：00   ● 地點：4F 4045教室

左耳的世界

障礙密碼─真人圖書講座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黃妤庭（高雄師範大學音樂碩士）

小時候，身邊有人會對我說「叫你好幾遍，你怎麼都沒聽

到」，跟同儕相處容易受影響，日子久了，越來越喜歡獨處。

我對鋼琴有興趣，也順利考上音樂班，班上的競爭很激烈，其

實我很害怕，我必須努力跟上別人的腳步……

● 時間：08/04 (六) 14：00－16：00 (13:30 開放入場)   

●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 B1研習教室

臺北，從荒蕪到榮景

馬以謹（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副教授）

● 時間：08/17 (五) 10：00－12：00   ● 地點：4F 4045教室

豔陽下的北斗星

王震邦（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副教授）

● 時間：08/30 (四) 10：00－12：00   ● 地點：4F 4045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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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森林共舞       片長106分鐘 

導賞人：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意外中失去父母的男嬰，由狼群收養照料，隨著他漸漸

長大，叢林裡的霸者老虎對他起了戒心，一心想將男孩驅

逐，狼群無法與殘暴的老虎抗衡，唯一的希望就是將男孩送

回人類村莊。就這樣，孤獨的孩子踏上一個人的旅程，在路

上，他遇到了棕熊、黑豹、蟒蛇、還有猩猩王，各方人馬對

於人類的出現各有盤算。不甘於離開從小長大的家園，男孩

該如何起身對抗森林之王，爭回屬於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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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間：08/25 (六) 14：00－17：00   ● 地點： B1演藝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