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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場次：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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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百態》主題電影院

展 

覽

令人眼花撩亂的事物何其多，但不知為何，就是被這些作品的

光采奪去了眼球。再多讚嘆和形容，也不得其門，了解它們的巧奪

天工。

先別急著難過，作品雖然不會說話，但也不是隨便撇撇畫畫，

一切的構圖和光影，都有它的理由。讓心中的熱情火苗引領自己，

放開心胸，讓眼前的書本傾囊相授！

心醉藝境

隔壁檔的書單眾多、大師雲集，令人不禁摩拳擦掌，等待創作

自己的作品。但怪了，畫虎不成反類犬，拍的照片怎麼都面目全

非？難不成……也有人的天份是拍靈異照片？

親愛的朋友，在談天份之前，你更需要對症下藥、努力學習。

人的腳要確實站在地面，水平線歪了就沒有平穩的氛圍。汗水是鹹

的，但如果有收穫，也會回甘。待到練習有成的時候，看看鏡頭中

的那人：「笑容，甜不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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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廟堂之上 ─ 白士誼雕刻作品展
 日期：02/27～03/12        地點：4F 雙和藝廊 

木作建築裝飾為漢文化之藝術呈現形式之一，具歷史

價值與意義，臺灣古建物承襲先民原鄉文化，裝飾題材的

運用，反映文化思維及典範，演化成在地文化資產。

傳統題材的精巧程度，可呈現創作者獨具巧思，可惜

習藝之風日漸式微，大多精美圖樣位居廟堂之上或隱身細

部，讓眾人無法窺探究竟。藉由作者長期耕耘於臺灣漢系

古建築之田野調查紀錄，並將裝飾繪製成稿，以傳統雕刻

方式呈現，使民眾更能貼近臺灣傳統建築裝飾之美。

 日期：03/05～03/31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學畫起手式
 日期：03/05～03/31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金錢世界  All the Money in the World
■播放場次：03/31 (日) 一場 /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年僅16歲的約翰於1973年在羅馬遭黑手黨「光榮會」綁架，母親蓋兒拼命試圖

說服約翰的祖父兼石油大亨保羅•蓋提支付贖金。但保羅卻堅持不肯付錢，使

得蓋兒與前CIA探員弗萊奇•契斯聯手，以在約翰被撕票前，讓保羅改變主意。

這場綁案獲得了媒體極大的關注，同時也漸漸地挖掘出蓋提家族不為人知的黑

幕。

★電話：(02)2926-6888 #3519 呂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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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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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長133分鐘 [英] 臺灣藝文走廊                              電話：(02)2926-6888 #5401 王小姐

 日期：02/19～04/14        地點：1F 臺灣藝文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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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03/23～08/11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開幕式：3/23 (六)  09：30

 專題演講：統治者的煉金術：日治時期臺灣專賣事業

                 鍾淑敏（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副研究員）

統治者的煉金術─館藏舊籍專賣類書展

2019 中華國際女書畫家協會會員聯展
 日期：03/15～03/27        地點：4F 雙和藝廊 

中華國際女書畫家協會致力於中華文化的復興與發

揚，推廣書道、國畫藝術創作、教學四十餘年來不遺餘

力，展望兩岸三地文化藝術交流方期日興月盛，而數十年

來女性書畫家及其創作表現，更是人才輩出、成就非凡，

也透過協會的推廣及服務，由在地化走向國際化，並期能

開枝散業，欣欣向榮。協會於106年5月4日經內政部立案成

立，至今已於中正紀念堂瑞元廳、臺北市立三民圖書館，

中國廣東省石景宜美術館盛大展出，本次於雙和藝廊展

出，內容涵蓋書法、水墨、油畫、水彩及陶藝，讓會員一

展長才，使新北巿民生活更臻真善美。

109年1-6月雙和藝廊展覽檔期開始申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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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上

半年度雙和藝廊檔期」。詳細資料請上本館網站查詢。 

「璀璨2019」潘鈺師生群畫別展
 日期：03/30～04/14        地點：4F 雙和藝廊 

「牡丹高丈餘，花時璀璨如錦」，潘鈺老師長於為古

典牡丹賦予現代的質感，也擅於激發學生發揮各人潛質於

創作之中。十年之間，集結來自不同專業領域的學生，從

喜歡塗鴉的繪畫素人，到時時沉浸在光影色彩之間的藝術

創作者，每人個性或圓或方，或粗曠或細膩，或隨興或嚴

謹，每件作品主題風格雖各異其趣，卻都揉合了創作者的

用心與巧思。本展覽即是將群體中個人風格各具的畫作展

出，有「群聚綻放、個別精彩」特色。

我是妳的眼                       片長89分鐘

導賞人：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改編自法國暢銷小說《點字之心》，入選蘇黎

世影展特別放映，榮獲杜拜國際影展觀眾票選獎，

是部清新感人的暖心電影。成績吊車尾的維多偷偷

暗戀品學兼優的瑪莉，就算被死黨抓包也不承認，

直到瑪莉開始幫他複習功課，才漸漸拉近兩人的距

離，兩小無猜的感情越來越好，維多卻發現瑪莉有

一個不能說的祕密。原來瑪莉視力逐漸衰退，深怕

被送進盲人學校而破壞自己的提琴夢，她決定瞞著

所有人，假裝自己還看得見……

 時間：03/23 (六) 14：00－17：00       地點：1F 簡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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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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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7（四）

龐克頭返鄉記

The Mohican Comes 
Home

永吉是重金屬樂團的主唱，因為女友由佳懷孕，於是睽違7年返回

故鄉戶鼻島，向家人報告結婚喜訊。頂著一頭綠色龐克頭的他，將

面對始終不合的頑固搖滾老爹，在故鄉掀起大波瀾！一家人好不容

易重聚，準備迎接喜事，此時，父親卻被醫生宣告所剩時日不多。

為了實現老爸的願望，永吉買了大量披薩、還幫父親指揮管樂社…

儘管嘗試了各種努力，但最後都是白忙一場…。在有限的時間內，

兒子將如何實現父親最大的心願呢?

片長125分

[日]

03/14（四）

我來自紐約

The kid from the 
Big Apple 

Sarah隨著媽媽從小在紐約長大，因為工作，媽媽逼不得已把Sarah

送回她的家鄉—馬來西亞，並和外公一起生活。這對在紐約生活

了12年的Sarah來說，就像是從天堂掉進了地獄。因為寂寞和不甘

心,讓她總是用高人一等的態度看待組屋裡的居民。在想念媽媽的

同時，鄰居們和同齡小朋友的熱情與友善，讓她慢慢打開心房。而

在與外公的相處之中，她也慢慢瞭解媽媽和外公對傳統文化的執

著…。

片長121分

[國] 

03/21（四）

媽媽，

晚餐吃什麼?

What's for dinner, 
Mom?

主角姊妹倆來自台灣人父親與日本人母親結合的家庭，童年時代都

在台灣度過。妹妹出生後，一家人移居東京，但沒多久父親就去

世，獨留母女三人相依為命。無論有多麼艱困，母親每天都堅持下

廚，烹調女兒最喜愛的台灣菜。母親的料理加深了家人間的羈絆，

也為鄰居親友帶來幸福。後來，母親因病去世，讓姊妹兩人走出傷

痛的，依然是冰箱裡最後一餐—媽媽的味道。

片長117分

[日] 

03/28（四）

奉子不成婚

The thin blue lines

小嫻面對父親不斷催婚有了壓力，便對正在交往的韓東催婚。但是

韓東認為時間還沒到，兩人都有不同的夢想還未實現，婚姻根本是

夢想的墳墓。兩人在朋友的婚禮上爭吵，婚禮攝影師湘海目睹了一

切，本來以為僅僅只是一面之緣，沒想到之後湘海與小嫻漸漸成為

密不可分的關係…。

片長90分

[國] 

今年適逢原住民正名25週年，本館特別舉辦由捷克插畫家

湯瑪士‧瑞杰可 (Tomáš Řízek) 與原住民作家劉嘉路共同合作的

原住民系列繪本《美崙山上有怪物》、《泰雅勇士大步向前》及

《達羅巴令湖》原畫展，並舉辦系列活動，展現閱讀跨文化的多

元形式，培養多元閱讀的興趣，歡迎親子一同參加。

插畫家工作坊－山林與海之歌－蛋彩畫DIY：3/9 (六)14:00-16:00  4樓 4045教室 

( 需事先上網報名，額滿為止 )

作家導讀－山林與海之歌：3/16 (六)14:00-16:00  1樓 簡報室  (13:30入場，額滿為止 )

插畫家工作坊－如何創作一本精彩的繪本－蛋彩畫DIY：3/23 (六)14:00-16:00  視障資料

中心 B1 研習教室 ( 需事先上網報名，額滿為止 )

山林與海之歌 ─ 湯瑪士‧瑞杰可繪本原畫展

許多人都曾經歷過菸酒公賣的年代。早在日本殖民統治時

期，殖民政府即已實施專賣制度，陸續將鴉片、食鹽、樟腦、菸

草等十項物資收入專賣，透過專賣獲取大量的收入。今年逢臺灣

鹽專賣120周年，本館特別策劃「統治者的煉金術─館藏舊籍專賣

類書展」，和您一同認識臺灣專賣的歷史。

鳥類在都市的生活
 時間：03/13 (三) 上午9:30-11:30        地點：4F 4045教室

 主講人：汪辰寧 ( 台北市野鳥協會芝山岩管理處教育推廣專員 )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者優先參加，線上報名人數開放8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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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保育意識抬頭，都市綠化吸引了許多原本在野外的鳥類進駐。到底都市

有什麼東西可以吸引他們進來？在都市的生活又要負擔什麼樣的代價呢？讓我們

一起來了解都市鳥類的甘苦談。

常見鳥兒停、看、聽
 時間：03/23 (六) 上午10:00-11:40        地點：823紀念公園

 主講人：汪辰寧 ( 台北市野鳥協會芝山岩管理處教育推廣專員 )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者優先參加，線上報名人數開放30名。

生活在都市的鳥朋友有哪些呢？又有哪些鳥是不請自來的外來種呢？多了外

來種不好嗎？為什麼我們一邊說要保護生物多樣性，卻又一邊為外來種的到來而

感到困擾與煩惱呢？讓我們來一起思考外來鳥類的問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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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三）△ 最美好的地方&河馬波波屁股大 / 兔子 阿姨             

                   ▽ 十二生肖的故事 / 蘋果 阿姨

 3/13（三）△ 去冒險、誰是大壞蛋 / 梅子 阿姨        

                   ▽ 大家怎麼都來了 / 楚萍 阿姨

 3/20（三）△ 雲朵一樣的八哥、小青的秘密 / 兔子 阿姨           

                   ▽ 這本書偷了我的貓 / 梅德林魔法師

 3/27（三）△ 小兔子邦尼的讀書會 / 淑慧 阿姨           

                   ▽ 阿非，這個愛畫畫的小孩 / 繼英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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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曾郁雯（旅遊散文作家）

作者愛爬格子、愛攝影、愛美食也愛旅行。在她筆下， 京

都不再只是京都，而是一顆真心，時而幽微、時而爍亮，不同

於一般京都的書寫，她以散文之心策劃旅途，以詩心深刻入

味，熔煉旅遊和文學而成一家之作家。

樂高超級英雄女孩─超級惡棍              片長77分鐘

 日期：03/09（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超級英雄女孩們與別校女孩的競爭愈來愈白熱化。全新成

立的「特優高中」，以「多玩樂，少作業」為招生口號，逐漸

嶄露頭角。發現原本超級英雄高中的學生開始轉學到神秘的新

高中後，神力女超人、超少女和蝙蝠女隨即展開調查。特優高

中的新生貓女、豹女和毒藤女，非常適應這間讓她們完全做自

己的學校。但是特優高中的課程真的合乎規範嗎？還是這些轉

學生只是被利用去做壞事？一切都將由超級英雄高中的女孩

們，新任綠光戰警，一起揭開特優高中的神秘面紗。英雄女孩

們絕對不能搞砸這次的考驗！

《門神》、《灶神》、《財神》說故事活動

 日期：03/09（六）11：00－12：00      地點：B1 視障資料中心

 故事帶領者：本館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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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字說故事
 日期：03/01～03/31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一條尾巴十隻老鼠》、《100層樓的家》、《三隻

熊》、《七隻小蝌蚪穿新衣》、《14隻老鼠大搬家》...，許

多有趣的繪本故事不僅以數字為題，更藉由故事情節的走

向，讓學齡前孩子在閱讀繪本時便自然地接觸到數字。本

月親子資料中心便以「數字」為主題，挑選一系列好書，

歡迎親子一起到館共賞。

《京都之心》談京都旅行實用知識和文學之美
 時間：03/13 (三) 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蟋蟀說故事】假日說故事時間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影片欣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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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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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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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樓活動                              電話：(02)-28616391 / (02)-28610565

108年春季閱讀公園                      電話：(02)2926-6888 #3519 呂小姐

中山樓春季「Rock in 中山樓、舞力全開」音樂舞會  

世界酷玩家 (1~12集)                          片長92分鐘

 日期：03/30（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世界酷玩家】是法國電視台特別為2-5歲的小朋友製作

的影片，影片以卡通人物，搭配上真實場景，讓觀眾們能夠親

眼看見著名的景點、遺跡，也可以看到每個國家真實的街道和

景色，透過螢幕感受不同文明的魅力，並彷彿置身於該國度之

中。

影片內容由一對朋友一起出發去世界旅行開始，帶觀眾在

電視前環遊世界。提供了許多不同以往的旅行方式，讓觀看者

透過不同的角度，發現這些國家的新特色。

影片欣賞 2                           電話：(02)2926-6888 #3104 親子中心櫃臺

梁瓊白（資深美食研究家）

老，是生理的改變，無論貧富、不分男女，年齡到了，誰

也逃不掉必須面對的現實。邀請作者分享，不委屈自己、不給

人壓力、隨心順意，用智慧過好後半生，一個人自在，兩個人

有伴，一群人熱鬧，老後的每一天都要開心過，避免親情綁架，且看夕陽無限好！

《做個不麻煩的老人》
 時間：03/29 (五) 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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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文松（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本講座以1925年創刊於日本東京的專業休閒釣魚雜誌《釣

之研究》為核心，分析該雜誌如何推廣釣魚活動、如何看待殖

民地臺灣的釣魚環境與釣魚活動介紹，以及對釣場分析的模式，如何影響到臺灣的釣

界，主要是希望由此更深入地瞭解釣魚活動在臺灣社會的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來去臺灣釣魚」：日本近代專業釣魚雜誌中的臺灣
 時間：03/09 (六) 09：30－12：20   

 地點：4F 4045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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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3/23（星期六）10:00-12:00      活動地點：視障資料中心B1研習教室

 講者：歐玲瀞老師 (日本粉彩希望藝術協會正指導師)

 參加對象：身心障礙者及一般民眾 (限額40名)

 參加方式：需上網報名 / 現場排隊候補

 活動內容：◎ 10:00-10:30 繪本導賞《風是什麼顏色》/ 遠流出版      

                 ◎ 10:30-12:00 禪繞畫創作  

※ 詳細活動內容，請見入口網最新消息或掃 QRCode ※

樂讀有感．創意手繪

春季閱讀公園活動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14:10～14:30 開場樂團演出 ( 南西肯恩樂團 )

14:30～14:40 貴賓致詞

14:40～15:10 街舞表演 ( 5組 )

15:10～15:30 樂團演出

                  ( 貝克小姐 Miss. Bac )

15:30～16:00 街舞表演 ( 5組 )

16:10～16:30 大學生熱音社團表演

 時間：03/16 (六) 14:00-16:30       

 地點：陽明山中山樓戶外廣場 ( 臺北市北投區陽明路

二段15號 )

時間 活動名稱 / 講師 活動地點 參加對象 / 名額 / 報名方式

09:00 ～ 16:00
Fun 書去旅行
─ 漂書集點趣

勵學廣場
漂書小站旁

一般民眾 / 自由參加

09:30 ～ 12:00

統治者的煉金術─館藏舊籍
專賣類書展─開幕式暨專題
講座
( 統治者的煉金術：日治時
期臺灣專賣事業 )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鍾淑敏副研究員

6F 臺灣學
研究中心

一般民眾 / 自由參加

10:00 ～ 12:00
13:30 ～ 16:00

地鳴初響
戶外：地震體驗車活動
--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南勢角分隊

停車場
小學生以上一般民眾

（幼稚園兒童須家長陪同）
（12:00後為身障者體驗時間）

10:00 ～ 12:00
樂讀有感．創意手繪
-- 歐玲瀞老師 ( 日本粉彩希
望藝術協會正指導師 )

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教室

身心障礙者優先 / 一般民眾
 ( 限額共 40 名 )

線上報名 / 現場排隊候補

10:00 ～ 12:00
遇見美麗、與藝術大師有約
系列講座 ( 中國篇 ) 
-- 凌春玉老師

1F 簡報室 線上報名 & 現場參加

10:00 ～ 12:00
闖關活動 :
跨時空越讀者：特藏搜查
趣

1F
線上報名開放 80 名，可優先
參加，現場報名人數不限。

13:00 ～ 16:00
闖關活動 :
好事花生：特藏尋寶記

1F、5F、6F

以線上報名者為主，每小時開
放 50 名 (3 小時共 150 名 )。

當日視情形釋出現場
報名人數。

10:00 ～ 11:40

1. 春曉都市常見鳥
  ( 用春曉詩句作為題目 )
2. 常見鳥兒停、看、聽
  戶外：認識都市常見鳥
  -- 芝山綠園 汪辰寧老師

823 紀念公園
線上報名開放 30 名，線上報

名者優先。

10:00 ～ 11:30
悅讀與遊戲
看見遊戲的幸福力
( 家庭教育及全家共讀活動 )

B1 樂學室 親子讀者 20 組 / 報名參加

10:00 ～ 16:30 VR 英語繪本體驗活動 2F 電腦教室 國小 3~6 年級小朋友報名參加

14:00 ～ 16:00

講座：山林與海之歌－
湯瑪士 ‧ 瑞杰可插畫家工作
坊
-- 湯瑪士 ‧ 瑞杰可

視障資料中心
B1 研習教室

一般民眾 / 30 名 / 線上報名

14:00 ～ 16:00
The Best Sound in the World
繪本遊戲課
-- 繪本作家 吳欣芷老師

4F 4045 教室 5 ～ 12 歲小朋友報名參加

14:00 ～ 17:00
電影聽賞《我是你的眼》
(89 分鐘 普遍級 )
-- 導賞人：黃英雄老師

1F 簡報室
身心障礙者優先 / 一般民眾

自由參加 ( 限額 75 名 )

16:00 ～ 18:00
春遊相約來說書
( 戶外導讀故事書 )

勵學廣場
漂書小站旁

一般民眾 / 自由參加

17:00 ～ 18:00
露天音樂會
( 戶外演奏 )

勵學廣場
漂書小站旁

一般民眾 / 自由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