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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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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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心未泯》主題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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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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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之形  A silent voice
■播放場次：11/24 (日) 一場 /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石田將也是個極度厭惡「無聊」的憤世嫉俗少年。某日，一位耳朵聽不見的少女西宮硝子轉

學到將也班上，除了手語和筆記本，硝子沒辦法和其他同學交談，這讓將也逮到機會開始欺

負她。然而一次無心的惡作劇，反而讓將也成為被全班排擠的目標……。五年後，升上高中

的將也，成為封閉自己內心的孤獨少年。他下定決心要在結束自己的人生之前，親眼見到硝

子一面並向她道歉。不過這個心願，卻隨著與硝子重逢，產生了微妙轉變……。

★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

加入 FB 粉絲
團，來跟我
們互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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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電子報，
更快速獲得活
動訊息 !!

片長130分鐘 [日] 

11/07（四）

齊木楠雄的災難

Psychic Kusuo

齊木楠雄是天生粉紅頭髮的高中生，一出生就擁有心靈感應、念

力、透視、預知、瞬間移動、千里眼等超能力。但這些令人稱羨的

超能力, 對他而言卻是「招致不幸」的元凶。他生平最大的願望就

是當個不起眼的普通高中生。隨著文化祭即將到來，一股黑暗勢力

也正慢慢逼近校園，他們將不計一切代價毀滅一切。齊木楠雄和他

的夥伴，該如何拯救PK學園呢？

片長97分

[日]

11/14（四）

帝一之國

Teiichi 
 Battle of Supreme 

High

出身政治世家的赤場帝一，從小便以當上總理為目標，為了打造自

己的帝國，他必須在人稱「超菁英學校」的海帝高中展露頭角。只

有當過海帝高中學生會長的人，未來才有機會角逐總理的寶座。充

滿野心的帝一，再次遇見死對頭東鄉菊馬，當年他的父親就是在會

長選舉中敗給菊馬的爸爸，才落得現在只能仰人鼻息的命運，帝一

誓死不重犯父親當年的錯誤，必須在這所全是天才的學校脫穎而

出，一場風起雲湧爭霸學生會長的戰爭即將華麗展開!

片長119分

[日] 

11/21（四）

JOJO的奇妙冒險 

不滅鑽石

Jojo’s Bizarre 
Adventure : Diamond 

is Unbreakable

這一天，轉學生廣瀨康一在上學途中被小混混勒索，碰巧遇見擁有

召喚「替身」特殊能力的高中生--東方仗助出手相救。小鎮陸續發

生多起離奇死亡命案，連仗助的外公也不幸捲入事件，這些巧合讓

人不禁認定，命案的兇手極可能也是擁有「替身」能力的使者!為了

守護這個小鎮，仗助決定挺身而出，與隱藏在深處的其他替身使者

們，展開一連串最激烈的大戰!

片長118分

[日] 

11/28（四）

春宵苦短，

少女前進吧！

Night is Short, 
Walk On Girl

愛慕社團學妹「黑髮少女」的「學長」，今天也要進行「盡可能引

起她的注目」作戰。春天的先斗町、夏天的舊書市集、秋天的學園

祭，接著冬天到來……。他們在京都的街上，被捲入個性十足的夥

伴們陸續引發的奇異事件，「學長」的情感，究竟能不能傳達給學

妹呢？

片長93分

[日] 

■播放場次：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出了什麼問題？痛彷彿不是痛，痠又是哪裡痠，自己也說不上來。

感受越是深刻，嘴巴就有多鈍。知道某個地方正在哀號，自己卻毫

無頭緒、束手無策。是的，面對身體的問題，只有思考沒有用，一

起伸展扭轉，才能達到真正的「感同身受」，說不定持之以恆的拉

筋後，痛痛也就這麼消失囉！

肌肉痛痛飛走吧！

漫畫，可以是知識的橋樑，可以乘載著某些信念和想法，也可能在

深夜撫慰、溫暖你的心房。一直以來不斷地帶給我們科普、知識和

樂趣，讓我們來看看10月投稿的讀者們是用什麼角度看這些漫畫，

一起見證他們的「漫畫愛」吧！

 日期：11/05～12/01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漫『話』漫畫」！
 日期：11/05～12/01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519 呂小姐

青少年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519 呂小姐

影片欣賞                                    電話：(02)2926-6888 #3519 呂小姐

「看見‧傳承」 

 時間：11/20 (三) 14：00－17：00    地點：1F 簡報室 

第6屆MATA巡迴影展座談會            電話：(02)2926-6888 #3519 呂小姐

現場將播放金、銀、銅獎紀錄片，邀請主持人和與談人討論得

獎影片如何融入原住民族文化特色，歡迎讀者一起來欣賞喔！

※ 1F簡報室座位計有75席，放映前30分鐘開放入座，視障者優先入場，額滿為
止※

邀請日本POKAPOKA偶劇團跟大家一起唱唱跳跳，現場還有戲劇

「三張護身符」的表演喔！

一起來看劇
 日期：11/03 (日) 10：00－11：00        地點：B1樂學室 

日本偶劇團交流活動                      電話：(02)2926-6888 #3519 呂小姐

透過安地斯呈現的生態多樣性，歡迎大家一起思考人類與大自然的

關係及未來。主辦單位：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 為維護活動品質，須付保證金200元，可使用ATM轉帳或信用卡

◎ 線上報名者優先，免費參加，名額75人

◎ 報名後若不克參加，請於10/29（二） 中午12:00 前來電 02-2933-2233 分機 203 

吳小姐通知取消，方可退回保證金。逾時恕不退費，沒收之保證金將會作為協會

營運費用。

《極限巔峰安地斯》
 時間：11/10 (日) 13：30－16：30 

 地點：1F 簡報室

2019環境電影節                           電話：(02)2926-6888 #3519 呂小姐

臺灣閱讀節系列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 講師 活動地點
參加對象 / 名額 /

報名方式

10:00-11:00 108 年臺灣閱讀節活動開幕式 創意廣場舞臺區 自由參加

11:00-12:00 讓 Eyes 閃耀 / 伊甸盲人喜恩樂團 創意廣場舞臺區 自由參加

13:30-14:00 香巴拉劇坊表演 創意廣場舞臺區 自由參加

14:00-15:00 薩克斯風表演 創意廣場舞臺區 自由參加

15:00-16:00 奇幻精靈劇場 / 世界宗教博物館 創意廣場舞臺區 自由參加

16:00-18:00 露天音樂會 創意廣場舞臺區 自由參加

10:00-18:00 閱讀好書、小歇片刻 創意廣場帳篷區 (1) 自由參加

10:00-16:00 Fun 書去旅行—漂書集點趣 創意廣場帳篷區 (2) 自由參加

10:00-16:00
世界宗教博物館 - 闖關活動 / 世界
宗教博物館

創意廣場帳篷區 (3) 自由參加

10:00-12:00
13:30-16:30

閱讀好好玩 -- 繪本作家和你一起
愛閱讀、玩創作

創意廣場帳篷區 (4) 自由參加

10:00-12:00
13:00-16:00

我是讀報王─讀報有愛、身心無
礙 / 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

創意廣場帳篷區 (5) 自由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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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療育森林 - 水苔球 /「愛上下雨天」
故事體驗工作坊講師王瀅琇、林
伯頤老師

創意廣場帳篷區 (6) 網路報名

10:00-17:00
不只「撿」更要「減」( 體驗區 ) /
荒野保護協會

創意廣場帳篷區 (7) 自由參加

10:00-17:00 大小手玩手語 / 中華民國聾人協會 創意廣場帳篷區 (8) 自由參加

10:00-17:00 繁星共閱 ˙ 天堂圖書館的魔法 創意廣場帳篷區 (9) 自由參加

10:00-17:00
宇崝視覺輔具中心 / 宇崝企業有限
公司

創意廣場帳篷區 (10) 自由參加

10:00-17:00
求職好運轉 /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銀髮人才資源
中心

創意廣場帳篷區 (11)
建議 45 歲以上

民眾參加

10:00-12:00
13:00-16:00

科教館 GO 好玩 !/ 國立臺灣科學
教育館

創意廣場帳篷區 (12) 自由參加

10:00-17:00
視覺生活輔具展 / 聯郃國際有限公
司

創意廣場帳篷區 (13) 自由參加

10:30-12:00
14:30-16:00

Bookstart Day 閱讀起步走活動—
《好餓的毛毛蟲》生日快樂 / 信誼
基金會

創意廣場帳篷區 (14)
40 組親子 /
自由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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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童在一起 -- 臺灣古早味遊
戲闖關活動

創意廣場帳篷區 (15)
3 歲以上親子 /

自由參加

10:00-16:00 雲端世界任我遊～想唸的幸福 創意廣場帳篷區 (16)
網路報名 /
自由參加

10:00-16:00 粉彩書籤及禪繞書籤製作 創意廣場帳篷區 (17) 網路報名

10:00-17:00 文物修護小學堂 創意廣場帳篷區 (18)
網路報名 /
自由參加

10:00-17:00
視覺障礙生活輔具展 / 常業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創意廣場帳篷區 (19) 自由參加

10:00-12:00
13:00-16:00

科普閱讀樂 : 科普說故事及動手做
/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創意廣場帳篷區 (20) 自由參加

11:00-12:00
14:00-15:00

海洋風北火熊藏書票拓印 DIY/ 國
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創意廣場帳篷區 (21)
每場 30 名 /
現場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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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 ‧ 書 ‧ 畫」的午後約會 - 品
味、水彩寫生活動、人像彩繪趣
味 / 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
學校

創意廣場帳篷區 (22) 自由參加

10:00-17:00
自然科學故事館 / 財團法人光泉文
教基金會

創意廣場帳篷區 (23) 自由參加

10:00-17:00

科普快樂 GO/ 教育部科普教育學
習圈 ( 技嘉教育基金會、宜鼎國際
教育基金會、中華履行公益服務
協會 )

創意廣場帳篷區 (24) 自由參加

10:00-17:00
藝術好好玩 / 財團法人研揚文教基
金會

創意廣場帳篷區 (25) 自由參加

10:00-17:00
閱讀 ABC 台灣微旅行 / 財團法人
何嘉仁文教基金會

創意廣場帳篷區 (26)
現場報名 /
自由參加

14:00-16:00 品味暖冬 /Starbucks Taiwan 創意廣場帳篷區 (27) 自由參加

09:00-17:00
大會服務臺 創意廣場帳篷區 (28)

自由參加
貴賓、媒體接待區 / 簽到桌 創意廣場帳篷區 (29)

10:00-17:00
閱讀創 "e" 網 / 新北市立圖書館中
和分館行動書車

創意廣場帳篷區 (30) 自由參加

10:00-17:00
不只「撿」更要「減」( 繪本區 )/
荒野保護協會

草地帳篷區 (31) 網路報名

09:00-12:00
「穿越五十—中山樓科技創新展」
及「數位人文四季之旅」展覽推
廣活動

1 樓中和門
電梯梯廳

自由參加

10:00-11:30 行旅山林 - 好野人養成術 3049、3054 教室
親子 20 組 /
網路報名

10:00-12:00
講座「閱讀從家開始 ~ 你就是最美
好的你！」/ 廖淑霞老師、財團法
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4045 教室
網路報名 /
自由參加

11:00-12:00
"King Lear's Daughter-- 李爾王的女
兒 " 英語繪本戲劇活動

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教室

自由參加

14:00-16:30 「綠色療癒力」閱讀推廣活動
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教室

身心障礙者 20 名及
陪同者 / 一般民眾
40 名 / 網路報名

14:00-16:10
講座「不信真愛喚不回－－創作
的陷入與救贖」/ 王瓊玲教授（國
立中正大學）

1 樓簡報室
網路報名 /
自由參加

臺灣閱讀節系列活動     

時間 活動名稱 / 講師 活動地點
參加對象 / 名額 /

報名方式

10:00-12:00
《細菌好朋友》— 我們與菌的距
離

1 樓藝文走廊
40 名 /

自由參加

10:00-12:10
講座「學會幸福——《老》《莊》
的心、身與用情」/ 蔡璧名教授 (
國立臺灣大學 )

B1 演藝廳
網路報名 /
自由參加

14:00-15:40
下午茶時光 / 王瓊玲教授（國立中
正大學）

6 樓 6030 室
30 名 /

網路報名

14:00-16:10
講座「退化性關節炎與骨質疏鬆
症」/ 林晉教授 ( 臺大醫院名醫師
及臺大骨科教授 )

B1 演藝廳
網路報名 /
自由參加

「閱讀不設限．樂學無距離」 時間：11/30( 六 )

「閱讀不設限．樂學無距離」 時間：12/0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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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座

林貴真（爾雅書房負責人）

《魅力開門-漫步臉書真有趣》是林貴真老師近年來在帶領讀書

會，引領讀者從虛擬社群FB走向真實世界的圖文書，給了問題、建

議、依據，也不忘提醒思考。本書談心、講理、引名家之言而震耳，導讀詩畫於平

易、淡雅及明朗之中的創作，讓你細閱而心領，就是這般的淡雅迷人。

 《魅力開門-漫步臉書真有趣》
 時間：11/12 (二) 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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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訪巷弄裡的家鄉：菲律賓文化地景導覽

菲律賓文化體驗活動

 樂在多元‧閱動新視界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

 時間：11/16 (六) 10：00－12：00   

 地點：戶外場地，臺北市中山區  (10：00 捷運圓山站1號出口集合)  

 參加對象：一般民眾15人 / 備取5人

蔡麗清 (南洋台灣姊妹會文化導覽講師)

菲律賓燈籠DIY--文化認識，以及燈籠實作

 時間：11/16 (六) 14：00－17：00    地點：B1 樂學室  

 參加對象：一般民眾20人 / 備取5人

謝世軒 (南洋台灣姊妹會北部辦公室主任)

菲律賓廚房初體驗 (Pancit) (Palabok)

 時間：11/17 (日) 10：00－12：00     地點：B1 樂學室  

 參加對象：一般民眾30人 / 備取5人

蔡麗清 (南洋台灣姊妹會—料理講師)

電影欣賞：金門出洋客--菲律賓的出洋客 中文發音中文字幕 / 48分鐘 /

 時間：11/17 (日) 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參加對象：自由參加 / 60人

◎ 請上網報名 ◎ 

張立人（臺大醫學院講師、麗星診所主治醫師）

我們身處一個劇變的時代，因為網路科技是人類知識史上的重

大革命。當大量的資訊快速更迭、人與人的連結度頻繁密切，我們

享受著網路帶來的便利與樂趣，卻也發現自己逐漸深陷其中無法自

拔，各種失序現象應運而生。因為年輕世代沉迷於網路世界，而造成許多現象值得探

討，本書作者將經歷分享，提供讀者能輕鬆了解網路成癮、提升常識與知識的著作。

《APP世代在想什麼》
 時間：11/14 (四) 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11/06（三）△ 橘色的馬 / 兔子 阿姨         

                     ▽ 蛇的頭上長毛了 / 蘋果 阿姨

 11/13（三）△ 讓我安靜5分鐘 / 梅子 阿姨                      

                     ▽ 小男孩+機器人 / 梅德林魔法師

 11/20（三）△ 風是什麼顏色? / 櫻桃 阿姨           

                     ▽ 小旅鼠沒讀過這本書 / 圈圈 阿姨

 11/27（三）△ 爸爸大對決：荒島釣魚記 / 鳳梨 阿姨                  

                     ▽ 美好動物園 / 繼英 阿姨

墨緣小集書法聯展 

 日期：11/06～11/17        地點：4F 雙和藝廊

墨緣小集為書壇巨壁謝宗安先生門下子會之一，大家因墨結

緣、秉承師命、定期雅集、互相切磋，其樂融融。然而滄海桑田，

物換星移，也注入幾位新血，由於新成員的加入使墨緣小集的作品

更顯活潑、多元。長期的聚會，使得老幹新枝情誼更加緊密，我們

親近且熟悉，互相切磋學習，書藝亦開出新境地。墨緣同仁各擅勝長，本次展覽作品

真草隸篆皆具，面貌多樣，祈望各方賢達不吝給予指教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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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平等
 日期：11/01～11/30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本月親子資料中心以「性別平等」為書展主題，挑選一系列繪本

好書，除了讓孩子學習如何尊重不同的性別，也同時更加認識自己。

歡迎親子一起到館賞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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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牙老虎 ― 故事戲劇時間

 日期：11/23（六）15：00－16：00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 B1

 故事帶領者：萬花筒公益故事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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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本童書園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歡迎預約報名！想要在悠閒下午時光和王瓊玲老師聊天聊地嗎？只要您看完下午茶時

光指定書，一同共度愉悅假日時光！

下午茶時光 (二)：《一夜新娘》的小說與舞台劇
 時間：11/03 (日) 14：00－15：40    地點：6F 6030教室

與駐館作家有約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鵬翔萬里 ― 松蘊雅集聯展 

 日期：11/20～12/01        地點：4F 雙和藝廊

「鵬翔萬里─松蘊雅集聯展」以中國傳統八雅「琴棋書畫詩酒

茶花」融入此次展覽，善琴者通達從容，善棋者籌謀睿智；善書者

至情至性，善畫者至善至美；善詩者韻至心聲，善酒者情逢知己；

善茶者陶冶情操，善花者品性怡然。將八雅融入生活優游其中，蘊藉而敦厚。本展覽

於11月24日下午三時舉辦開幕式，誠摯的邀請您們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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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象：共40名（含身心障礙者20名、陪同者及一般民眾）

活動講師：沈瑞琳老師 ( 亞太園藝治療協會園藝治療師 )

報名方式：網路報名或電洽02-8692-5588分機2899，蔡小姐

活動內容：以《綠色療癒力：台灣第一本園藝治療跨領域理論

與應用大集》一書為主軸，分享園藝世界與植物之

所以具有療癒能力的原因，並介紹各種類的室內植

物、室外草本植物及香草植物……。另安排1小時「遊園一起走」時

間，讓參與者分組於公園感受及搜尋自身喜歡的植物（以氣味、形

狀、或旁人補充知識來判斷）並於QA時間分享。

合辦單位：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聯合線上股份有限公司

「綠色療癒力」工作坊 
 時間：11/30 (六) 14：00－16：30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教室

小兒子                               片長90分鐘（中文發音、中文字幕）
 日期：11/09（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小兒子》是一部改編自著名作家駱以軍先生作品的動畫，

由夢田文創製作。內容以鮮明有趣的父子互動，搭配其他生動

的人物角色，衍伸出不同主題、各具特色的篇章。這部由臺灣製作的動畫自推出以

來，已在國內外入圍獲獎無數，值得大小朋友一起來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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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當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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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位取號者入內觀看，親子優先取票 (12歲以下

兒童及其家長 )。

滴答屋                              片長105分鐘（中文發音、中文字幕）

 日期：11/30（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4F 4045教室

《滴答屋》改編自約翰貝爾萊爾斯撰寫、愛德華高栗繪圖的熱門

經典童書，在不可思議又令人毛骨悚然的冒險故事中，一名十歲男孩

路易斯搬去和叔叔住在一間搖搖欲墜並發出神祕滴答聲響的老屋子。

他不小心喚醒亡靈，讓沉睡的城鎮建築搖身一變為巫師的隱祕世界。

  創意王 ― 用創新翻轉未來
 時間：11/02 (六) 14：00－16：00 (13:30開放入場)   

 地點：1F 簡報室      參加方式：自由參加，免費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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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星爺爺（許榮宏先生）

許榮宏在TED×Taipei的演說，今年一月登上網路後，短短兩周內就獲得七十萬次的點

閱，這是 TED×Taipei 僅次於柯Ｐ最受歡迎的演講。他是作家、是講師，也自詡為「說故事的

人」；其實，他更是個「有故事的人」。本名許榮宏的火星爺爺表示，幼年時，舅舅的一句話

「要出門，就自己想辦法走出來」，從他能穿著鐵鞋走路開始，再也沒有依靠別人扶持，卻遇

到生命中無數的天使，走出與眾不同的一條路。

  國片旋風《盲人律師》口述影像特映會&導演映後座談
 時間：11/01 (五) 14：00－17：00 (13:30開放入場)   

 地點：1F 簡報室

 對象：視障者及陪同者優先，並歡迎一般民眾自由參加

口述影像特映會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洪成昌（導演）

改編自臺灣史上最大職業災害求償案。劇情描述一位沒有訴訟經驗的盲人律師李

政鴻，無意間接手了一件難度極高的求償案件，他要為500多位受害員工，向臺灣美

國光電公司與控股公司求償。這些窮困的職災勞工只能倚靠盲人律師為他們打官司。

這場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訴訟之路，究竟結果會是如何？！

合   辦：麥幕唯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牧風電影事業有限合夥、春暉映像有限公司

一開口就把人帶進故事魅力裡的王瓊玲，擔任2019年國臺圖首位特聘的「駐館作

家」。

系列講座 (三)：「不信真愛喚不回 — 創作的陷入與救贖」
 時間：11/30 (六) 14：00－16：10 (13:30入場，額滿為止)    地點：1F 簡報室

王瓊玲（世新大學中文系創系系主任、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所專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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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後回頭看921災後重建
 時間：11/09 (六) 09：30－12：20    地點：4F 4045 教室  

黃榮村（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HEEACT) 董事長）

921大地震之後，臺灣建立了一套有效完整的救災、安置與重建

機制，真正的關鍵性工作，大約在前三年完成。大災難就像一面鏡

子，無情的反映出臺灣社會的困境，包括有：(1)災後有那些事應該

快做？那些不應該急著馬上做？災後重建的理想與濫情之間，常只有一線之隔。講座

中將以學校重建、自然工法、斷層與禁建、古蹟與歷史建築復原、四大流域整治與遷

村，以及臺8青山上線與下線之整治為例說明。另包括(2) 921災後重建完成了很多新

價值與願景，如志工團體蹲點與社區總體營造；(3) 大型災難激發了社會正面能量與

提升心靈韌性，救災與重建時，也學習到諸多不確定狀態下的決策經驗。最後，將檢

討臺灣社會喜歡比嚴重、比功勞，防災不力、但救災內行的災害政治學。

雙和藝廊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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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轉人生                                          片長109分鐘

 時間：11/23 (六) 14：00－17：00 (13:30開放入場)    地點：B1 演藝廳 

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飛田他萬萬沒想到自己一覺醒來，外貌與身體都變成了64歲，

可是他的心智與記憶還停留在19歲的叛逆飛車族。他唯一能信

任的人就是這個愛碎唸的男護士，於是他們展開一趟有笑有淚

的青春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