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
片
欣
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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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廚上菜！》主題電影院

展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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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的味噌湯  Hana's Miso Soup
■播放場次：12/22 (日) 一場 /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一直以來，千惠都夢想一個平凡幸福的家庭生活，盼望能與丈夫信吾一起養兒育女，過著單

純卻快樂的日子。某天卻得知自己罹患乳癌，千惠在接受抗癌治療後，一度放棄生育，在信

吾的陪伴支持下，平安生下女兒小花。然而好景不常，千惠再度病魔纏身，深知自己將無法

陪伴小花成長，她希望即使自己離開了，小花依然能健康長大。為了這個信念，千惠從做柴

魚片開始，教育小花料理和家事的重要性，延續了她們過去那段美味、溫暖且無可取代的時

光， 每天清晨做一碗味噌湯，成為罹癌母親與5歲女兒的最後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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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分鐘 [日] 

12/05（四）

印度總鋪師

Jadoo

印裔背景的夏琳妮，來自以廚藝為傲的傳統家庭，即將與道地的倫

敦男友締結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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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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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半食譜，如何成就絕美風味? 埋藏多年

的家族秘密，將在笑淚交融的競藝時刻，一一解開。

片長84分

[英]

12/12（四）

她的幸福壽司夢

East side Sushi

墨西哥單親媽媽胡安娜，擁有精湛的刀法和快速的調理速度，卻一

直無法發揮。被日本料理的精緻和執著所吸引 胡安娜決定辭職到

一間日本料理店工作。即便擁有一身好技藝，胡安娜還是得從頭重

新學習關於壽司的一切。就在她好不容易掌握技巧、想著大展身手

時，卻發現， 女的壽司師傅，同時還是個墨西哥人 是不被世界所

認同的……。

片長106分

[英] 

12/19（四）

【紀錄片】

神廚東京壯遊記

Ants on a shrimp 

在2015年1月，米其林雙星榮譽與餐飲業界公認全世界排名第一，

丹麥哥本哈根的「諾瑪」餐廳，在其神廚大膽嘗試之下暫時關閉5

週，全體人馬移師東京，在低調奢華的東方文華酒店，首度將東亞

飲食美學，與諾瑪經典之「在地有機」料理哲學，做了一次天人合

一的完美嘗試。「神廚東京壯遊記」運用了細膩但流暢的手法，輕

鬆卻不戲謔的角度，生動捕捉住這段奇妙的美食盛宴之旅。

片長93分

[英] 

12/26（四）

美味秘方

Final recipe

知名電視節目製作人茱莉亞，自從挖掘到國際廚神大衛之後，隨即

展開尋找下一屆新任廚神工作，並為此特別舉辦「國際食神爭霸

賽」。自小與爺爺相依為命，並與爺爺學做家常菜的馬克，為了保

住自家即將倒閉的中餐館， 決定從新加坡飛往上海參加競賽。為了

爺爺，也為了自己，他一路過關斬， 連續擊敗各國米其林大廚，最

後站上挑戰國際廚神大衛的舞臺上。此時， 茱莉亞默默發現馬克不

為人知的神秘身份。

片長98分

[國] 

臺灣藝文走廊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播放場次：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還原正名：臺灣原住民族正名25週年主題特展
 日期：108/12/17～109/01/19        地點：1F 臺灣藝文走廊 

為紀念原住民族正名25周年，並讓更多人了解原住民

族抗爭運動歷史及原住民族權利發展過程，本館特別與原民

會合辦「臺灣原住民族正名25周年主題特展」，以「還原正

名」為主題。期盼透過原住民族的觀點，「還原」臺灣原住

民族「正名」的歷史，帶領民眾走過原住民族漫長的族群覺

醒的過程，感受爭取族群平等與正名入憲的迂迴艱辛，從而

真切理解「正名」對原住民族深遠的意義。

日常生活中，有些事需要協力完成，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一些任務似乎早就被分配給某種性別，形成一種潛規則。

為何接待訪客、搬運貨物等工作，總是由那特定的一群默默上陣？

天生力氣大，難道就不會感受到重量？

讓我們一起思考，重新衡量， 別讓「舉手之勞」的體貼變成無法

喘息的負荷，你幫我，我幫你，因差異互補，因差異找到平衡，

這才是屬於我們的平等。

天性有別

糖、香料、還有美好的味道，除了原料，當天的濕度、溫度和

心情，都會影響成品的面貌，一匙苦、加點甜、些許酸，要怎

麼滿足，全都自己主導。

有人說，這塊蛋糕，不過是付出等於收穫，還可能會肥，但這

個過程，或許也是將混亂的生活與原料攪和，轉化成更甜美簡

單的滋味，「It's a piece of cake.」

 日期：12/03～01/05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生活調劑用‧點‧心
 日期：12/03～01/05        地點：1F 新書展示區 

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512 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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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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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電話：(02)2926-6888 #5413 蔡小姐

弦歌不輟 ─ 新北市教育影像及文物特展
 日期：即日起～109/01/12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起立，敬禮，老師好。」您對這樣的場景一定不陌生。

教育是國民養成最重要的一環。臺灣於1968年實施九年國民教

育，將過去的「國民學校」、「初等中學」改制「國民小學」

及「國民中學」，迄今已滿51周年。如同翻閱一部精采的新北

市史。弦歌不輟，鐘聲仍響，讓我們從珍貴的教育史料，共同

溫習那些揹著書包上學去的時光。

108年中和土地公文化祭攝影展

 日期：12/03～12/15      地點：1F 臺灣藝文走廊 

土地公是民間信眾最多的地方守護神、和民眾關

係最親近，所有生活大小事都向土地公祈求庇蔭，中

和有許多具有特色的土地公廟，透過攝影者之巧思創

意，拍攝出大中和土地公文化祭系列活動最能撼動人

心之作品。

經典再現！《臺灣歷史畫帖》二刷，限量發行中！ 

1935年，臺灣總督府結合官民力量，在臺北舉辦大型博覽會─「臺灣博覽

會」，當時的臺南市役所（市政府）邀請畫家小早川篤四郎以臺南地區歷史為

題，繪製一系列的油畫創作，除了於博覽會期間在臺南歷史館展出之外，並於

1939年出版為《臺灣歷史畫帖》。

本館於去年復刻《臺灣歷史畫帖》，並限量

發行，推出後立刻搶購一空。為回應讀者的建

議，今年再度發行2刷，同樣印製200冊，並打上

燙金編號提供收藏，本次銷售完畢之後，將不再

發行3刷。

本次也特別製

作了《臺灣歷史畫

帖》單張圖卡及限

量明信片組，每款

限量100張，歡迎

讀者收藏喔！

《臺灣歷史畫帖》二刷                 電話：(02)2926-6888 #5413 蔡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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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遊永平 ─ 永平高中師生主題創作展
 日期：12/04～12/15        地點：4F 雙和藝廊 

終身學習研習班                           電話：(02)2926-6888 #5405 余小姐

學無止境 ─ 第65期終身研習班成果展
 日期：12/19～12/29        地點：4F 雙和藝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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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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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招生，歡迎您加入學習行列。

生命和平‧地球永續─環保電影活動     電話：(02)2926-6888 #3519 呂小姐

報名方式：第一階段網路報名︰108年12月24日(二) 10時起至29日(日)24時止。

繳費方式：108年12月31日(二)至109年1月3日(五)。(繳費方式，詳見招生簡章)網路

報名，請自行檢視本館正取名單，於期限內繳費。

簡章索取：本館1樓服務臺、本館網站、活動訊息/研習班查詢。

◎ 課程表、課程內容、教師：請至研習班 / 66期簡章查詢。◎線上報名：請至研習

班 / 課程總覽暨報名查詢。

歡迎加入學習行列！66期終身學習研習班招生中！ 
 時間：13：30 (開放入場，額滿為止)        地點：1F 簡報室 

12/06 (五)  14:00－17:00   希達的秘密花園

12/10 (二)  14:00－17:00   巴黎魅影

主辦單位：靈鷲山佛教基金會  合辦單位：國立臺灣圖書館、世界

宗教博物館發展基金會

◎11/22 (五) 開始報名，報名者優先進場。

佟建隆（佳音廣播電臺音樂部經理、電臺主持人）

伊夫和喬納斯是喜歡一起旅遊的好兄弟，特別的是：他們都

看不見！靠著手機及導盲杖，他們倆即將一起踏上三教聖地：以

色列耶路撒冷，展開為期一週的旅行。他們是否能順利完成這趟

旅程？他們玩得開心嗎？走吧，跟著他們一起摸黑上路！

一起摸黑去旅行Blind Flying
 時間：12/18 (三) 14：00－16：00 (13:30開放入場)    地點：1F 簡報室

口述紀實迷你影片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片長43分鐘 

*1樓簡報室座位計有75席，放映前30分鐘開放自由入座，視障者優先入場，額滿為止*

 永平高中美術班自民國84年創立以來，持續不斷地培

養愛好藝術的學生，讓學生在高中三年中，學習用藝術創

作探索自我、表達自我、追尋創作的可能性；三年後進入

大學，往自己的志向持續精進。每年師生都會齊聚一堂，

展示豐富多彩的作品。對學生而言，或許只是他們求學階

段的嘗試或練習；對老師而言，或許僅是平凡日子中的累

積，但無論是水彩、油畫、插畫、水墨、書法……等，每件作品都讓人看到不一樣的

風貌、傳遞著不一樣的想法。在每一張畫作裡，看到時間的積累，看到想法與創意的

萌發、雙手與媒材的磨合，展現出永平師生強大的創作能量。

「國立臺灣圖書館 X 世界公視大展精選」



親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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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座

蔡璧名（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副教授）

成長於中醫和武術世家，蔡璧名師承清代御醫蕭龍友傳人周

成清，得其畢生絕學，而父親蔡肇祺則是太極宗師鄭曼青的嫡傳

弟子。她從小即深受中國傳統醫學和武學的薰陶，進而研究莊子

的心身觀與身體工夫，更曾依循莊子強化心身之道戰勝癌症，鼓

舞了無數讀者。

報名方式：( 200 名現場報名 / 300 名網路報名，額滿為止 )

 學會幸福 ─ 《老》《莊》的心、身與用情
 時間：12/01 (日) 10：00－12：10    地點：B1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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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面面觀 I︰文化遺產介紹、歷史介紹、工藝及文化藝術

馬來西亞文化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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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12/14 (六) 10：00－12：00    地點：1F 簡報室 

 參加對象：一般民眾60人 

馬繼康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旅遊作家)

馬來西亞面面觀 II︰自然遺產介紹、神山、熱帶雨林生態、產業

 時間：12/14 (六) 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參加對象：一般民眾60人

馬繼康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旅遊作家)

馬來西亞廚房初體驗 (加椰佐麵包)

 時間：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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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健芳 (政治大學新聞系、旅遊作家)

電影欣賞：黑斑吻 中文發音 / 中、英字幕 / 95分鐘 /

 時間：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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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 晉（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骨科部主治醫師）

社會繁榮及醫藥的進步，國人平均壽命大幅延長，年齡老化

的結果，慢性病已成為國人最主要的健康問題。退化性關節炎與

骨質疏鬆症是最常見的老年骨關節疾患，正確的保健與醫療知識

對現階段銀髮族們是非常重要的。

報名方式：( 200 名現場報名 / 300 名網路報名，額滿為止 )

退化性關節炎與骨質疏鬆症
 時間：12/01 (日) 14：00－16：10    地點：B1演藝廳

 12/04（三）△ 艾瑪‧媽媽 / 兔子 阿姨         

                     ▽ 意外的訪客 / 圈圈 阿姨

 12/11（三）△ 我想要養一隻獅子 / 圈圈 阿姨                      

                     ▽ 生氣王子 / 蘋果 阿姨

 12/18（三）△ 動物園刷牙日 / 梅子 阿姨           

                     ▽ 田鼠阿佛 / 繼英 阿姨

 12/25（三）△ 慌慌張張的聖誕老人 / 淑慧 阿姨                  

                     ▽ 最棒的聖誕派對 / 梅德林魔法師

樂高玩電影 2                                          片長106分鐘

 日期：12/07（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原本陽光燦爛「一切都超讚的」世界，人民面對一個重

大的全新威脅：一群來自遙遠外太空的邪惡樂高得寶（LEGO 

DUPLO®）入侵者將艾密特所存在的世界破壞得滿目瘡痍，他

們攻城掠地的速度之快與規模之大，令人匪夷所思，即使想

重建都來不及…。為了打倒這群宇宙壞蛋、恢復樂高世界的

和平與秩序，艾密特、露西與蝙蝠俠以及其他好朋友將啟程

前往遙遠宇宙的另一端，在那裡有一個奇妙的音樂銀河，這

趟旅程將產生一連串對於他們的勇氣、創意、智慧、友誼以

及拼裝技巧的嚴苛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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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本俠女－幸佳慧女士繪本作品紀念書展】
 日期：12/01～12/31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她是臺南府城的女兒，也是兒童文學領域的人權倡議者，深信「為受傷的孩子找

到光亮，是創作者的責任」。她翻譯及創作的作品裡，不僅談論死亡、失親、社會歧

視、甚至兒童性侵等一般繪本避之唯恐不及的議題，這些作品的背後所蘊含的更是一

種急迫與懇切，希望為孩子說話、更撫慰受傷孩子的心。

108年9月，幸佳慧女士的生命雖然劃下句點，她的作品所點燃的小小火苗，將

繼續在各個閱讀者心中傳遞溫暖的光亮。為紀念這一位「繪本俠女」的付出與努力，

請與我們一起從本月的精選書展作品中，細細品讀每一本書中所傳達的珍貴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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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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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ttle Bear Story Time 小黑熊》－ The Snowy Day
 日期：12/19（四）14：30－15：30     

 地點： 視障資料中心 B1

 故事帶領者：Julia老師

 對象：0－6歲以下兒童及其家長報名參加

          （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外文繪本故事時間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活動當日下午13：00開始請先至1樓親子資料中心櫃臺領取號碼牌，活動前15分

鐘憑票依序入場；活動開始後不再開放入場，以免影響讀者觀賞影片的權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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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樂的小宇宙                                          片長104分鐘

 日期：12/28（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不玩手機、不碰3C，整個宇宙都是我的遊樂場！ 像風一

樣自由自在的樂樂，是一個不平凡的小男孩，他住在地球一

個不知名的小島上，那裡沒有電視、沒有平板、沒有手機、

沒有網路，但是他從來不覺得無聊，因為樂樂可以跑到宇宙

中玩耍，八大行星是他的好夥伴、太陽是他的推進器、銀河

系是他的遊樂場，每天都要來一趟不一樣的旅程！世界萬物

於眼前躍動，讓孩子一分鐘化身小小天文通！ 

【樂樂的小宇宙】是專門為4-7歲的小孩量身打造的科學知識動畫，這部動畫將

開啟孩子們去探索週遭一切的契機，像是海洋、月亮、星球、山脈等，這些自然環境

環繞於我們的四周，看似永恆卻又變化無窮，其中藏著取之不盡的知識與奧祕，導演

期許能透過這部動畫，勾起孩子對身旁一切的興趣，並期許他們能與樂樂一樣，悠遊

地在自然中盡情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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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撰寫嚴謹的學術論文；左手創作精彩的小說、散文，並且編寫崑劇、京戲、

歌仔戲、現代話劇、電臺廣播劇。一開口就把人帶進故事魅力裡的王瓊玲，擔任首位

特聘的「駐館作家」。

參加者請先閱讀小說《駝背漢與花姑娘》、其他相關改編作品，以便與作者深入

對談。

第三場下午茶時光：《駝背漢與花姑娘》的小說與戲劇
 時間：12/01 (日) 14：00－15：40    地點：6F 6030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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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不認真來閱讀？ 

 時間：12/21 (六) 19：00－21：00    地點：1F 簡報室 

閱讀沙龍系列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

 參加對象：一般民眾60人    

歐陽立中（丹鳳高中老師、青年作家）

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時間一直都在走著、愛也永遠都存在，死亡並不可怕，也許

傷口永遠無法癒合，但卻是世間給的考驗與安排。

一位傑出且熱愛生命、創意無限的廣告人霍華，在痛失愛女

後變得厭世。他的同事們不斷嘗試與他溝通，卻都無法得到他的

回應。在偶然的機會下，他們發現霍華開始寫信，但卻不是寫給

任何人，而是分別寫給「時間」、「愛」與「死亡」，霍華相信

這三個元素聯結了世上每一個人。得知霍華試著探索宇宙尋找答案，他的同事們想出

一個極端的方法，要在他失去一切之前喚醒他，以一種令人驚訝又深具人性的方式，

幫助他勇敢面對人生。

最美的安排
 時間：12/14 (六)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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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長97分鐘 

＊B1演藝廳座位計有500席，放映前30分鐘開放自由入座，視障者優先入場，額滿為

止＊

陳俊堯（本書作者）

金鼎獎好書《細菌好朋友》作者陳俊堯帶領大家，一起認識

一群總被人誤認「髒髒」，默默工作的好夥伴！

報名方式：名額40人，自由入場

細菌好朋友 ─ 我們與菌的距離
 時間：12/01 (日) 10：00－12：00    地點：1F 藝文走廊

臺灣閱讀節系列活動                       電話：(02)2926-6888 #3519 呂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