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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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音狂想》主題電影院

展 

覽

你可能知道，有句成語叫「對牛彈琴」，但你也可能聽過，有

些牛奶好喝，是因為主人放音樂給牛聽。你可能不知道，很久很久

以前，NASA錄製了一張唱片到外太空，想藉歌曲找尋與外星人的

聯繫。這些例子，都在提醒我們，音樂除了好聽，似乎還能跨越種

族藩籬，牽動某種共通的感情。如果你想一探究竟，那就帶著你的

好奇心，一起來瞭解美妙又神祕的樂音！

弦外‧知音

每日例行事項太多，多久沒有好好看看周遭的人們，以及架上

的書籍？儘管沒有《天方夜譚》的少女，陪伴數夜說給你聽，但桌

上的小故事，可以讓你一舉兩得，了解某些時代、某些人們的生活

縮影。這輕輕薄薄的幾頁，之所以讓人深有所感，也許是因為人們

的煩惱大抵重疊，不需篇幅渲染；這短短小小的一書，之所以令人

無窮回味，也許是因為生活除了煩惱，其實也充滿著精彩與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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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04/02～04/28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一紙人生
 日期：04/02～04/28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不老交響夢  Golden Orchestra !
■播放場次：04/28 (日) 一場 /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千鶴為了練習小提琴，加入當地的業餘管絃樂團，沒想到成員都是爺爺奶奶，連基本

演奏都有問題！因為受到熱烈歡迎，她不好意思坦承，其實要加入的是另一個名字很像

的樂團。不久後，原本打算報名的樂團邀請她加入，千鶴究竟該為了這群爺爺奶奶留

下，還是追求她個人的音樂志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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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分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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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治者的煉金術─館藏舊籍專賣類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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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潛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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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1（四）

進擊的鼓手

Whiplash

立志成為頂尖爵士鼓手的安德魯剛進入音樂學院，就遇上了魔鬼教

師費查。費查被他狂熱擊鼓的模樣吸引，邀他進入競爭激烈的薛佛

學院爵士樂團。費查嚴厲指導，無所不用其極；安德魯也瘋狂練

習，磨破手指血染鼓面也在所不惜，只為了追求偉大鼓手的最高成

就。雖然安德魯有心儀的對象，但因為費查帶來的壓力，讓他最後

決定跟心愛的女孩分手，只為了讓自己心無旁騖、全心全意奉獻給

夢想。就在安德魯漸漸被魔鬼特訓推向技藝高峰之時，費查還找來

另外一個高手挫他銳氣，為了證明自己不惜犧牲一切的安德魯，也

被推向人性的懸崖……。

片長106分

[英]

04/18（四）

歌劇魅影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巴黎歌劇院中，小提琴家柯丹暗戀女演員克莉絲，聘名師指導其演

技，克莉絲受重視進而升為主唱。某一天，柯丹發現其作品被剽

竊，憤而勒死出版商，自己則被毀容，還因傷被迫退休。在那之

後，歌劇院開始出現的鬼魅，除克莉絲外，女演員均離奇死亡，克

莉絲亦受鬼魂掌控，整個劇院瀰漫陰森的氣氛……。

片長92分

[英] 

04/25（四）

伴我琴深

Anything is possible

奈森的媽媽因為參與日本海嘯搜救行動而失蹤，政府決定在認養程

序完成前，先將奈森帶去福利機構安置。害怕不已的奈森只好離家

出走，他在旅程中遇到了在街頭流浪的退伍軍人麥爾斯上尉，兩人

一見如故。麥爾斯後來讓奈森去找相識的育幼院幫忙，在那裏，奈

森展現了驚人的音樂天賦。某日，育幼院因為經費申請被退回而面

臨關閉，於是眾人決定舉辦一場募款演奏會，而演奏者就是音樂神

童奈森……。

片長93分

[英] 

翩躚˙九月
 日期：04/17～04/28        地點：4F 雙和藝廊 

作者位子早年旅居巴黎，常在城市裡遊走，回臺後反

而發覺對生活了大半輩子的臺北感到陌生，才又開始在臺

北步行遊走。卻發現了這個城市的一切是實似虛，可能是

真實存在卻又好似模擬而出的型態，映射出作者個人想像

的樣貌。

九月不是一個日子或季節，而是一種記憶的情懷，對

應出作者浪漫卻又嚴謹的觀物點。從過去的時空流動到真

實空間的凝結，影像變成畫布上的塗鴉，恣意的隨著作者

對畫面的判別投射出來，位子所認為的真實空間樣貌對應

著畫面中的情緒，也是另一種對物件的看法和解讀。

用夢想設計人生  日期：04/09～05/05        地點：1F 新書展示區 

全國公共圖書館夢想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3519 呂小姐

109年1-6月雙和藝廊展覽檔期延長申請囉！
 申請時間：即日起～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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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上

半年度雙和藝廊檔期」。詳細資料請上本館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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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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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賣」即「專賣」，是指政府為了籌措財

源等目的，將特定物資由公營獨佔的制度。

清治時期，官方即將樟腦、鹽等多項物資收為專賣，或徵收「釐金」（課稅），

惟專賣項目隨著政治局勢的變化而時興時廢。1895年以後，殖民統治初期因臺灣治安

不穩且基礎建設待舉，日本本國每年投入大量的經費經營臺灣，直到後藤新平就任民

政長官之後，推動專賣事業，獲取龐大利潤，臺灣財政窘境逐漸獲得改善。

日本殖民統治期間，臺灣總督府陸續將鴉片、鹽、樟腦、煙草、酒、酒精、石

油、火柴（燐寸）、度量衡及鹽滷汁等10項物資收為專賣，並透過「賣捌人制度」

（指定經銷商）來拉攏地方

士紳，穩定財經，並穩固統

治基礎，可見專賣制度對臺

灣統治影響至鉅。

1899年，臺灣鹽及樟

腦歸為專賣，今年逢120周

年，本館舉辦本次特展，並

特別展出由臺灣總督府專賣

局長池田幸甚之後人所提供

之照片，期待藉由本次特

展，與您一起認識日本殖民

統治時期的專賣事業。

中山樓活動                                                電話：(02)2861-6121

「科學‧人文‧生態─輕旅行」聯票發行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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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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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三）△ 爸爸我要月亮 / 兔子 阿姨        

                   ▽ 豬古力的跨年願望 / 淑慧 阿姨

 4/10（三）△ 我需要抱抱 / 櫻桃 阿姨                      

                   ▽ 到烏龜國去 / 楚萍 阿姨

 4/17（三）△ 青蛙大作戰、快點睡覺啦 / 梅子 阿姨          

                   ▽ 青蛙鏡子 / 梅德林魔法師

 4/24（三）△ 喵嗚! / 繼英 阿姨                  

                   ▽ 神奇的小石頭 / 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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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米 雅（兒童文學作家、日文童書譯者）

《蔬菜歌頌》是日本兒童詩人窗道雄為兒童所創作的童

詩，搭配上齊藤恭久插畫的一本圖畫書。窗道雄先生充滿童

趣與詩意的文字，細膩描寫著每一個蔬菜寶寶，不僅寫出了

他們的特徵，也寫出他們身為蔬菜的自信。

4月23日是世界閱讀日期盼藉由本書，透過講者引領孩子從圖與文字上認識蔬

菜，並且體會到就算是身為蔬菜都值得驕傲，只要肯定自己，就能看到自我的價值，

及引發孩童閱讀的樂趣。

萌牛費迪南                                    片長109分鐘

 日期：04/13（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由【冰原歷險記】、【里約大冒險】導演卡洛斯沙丹哈執導，並由世界摔角冠

軍約翰西南、艾美獎得主凱特麥金儂等巨星配音。費迪南是

一頭巨大的公牛，常被誤認為是危險的野獸，但牠卻有顆溫

柔的心。費迪南並意外地被選為鬥牛界的明日之星，即便

千百個不願意，他依然迫被帶離家鄉展開訓練，然而為了重

新拿回自己人生的主導權，首度破天荒的「硬起來」展開絕

地大反攻並找了史上最雷隊友，義無反顧地踏上了返家的旅

程…。改編自經典暢銷童書，費迪南證明要勇敢地做自己，

用正面樂觀的態度，才可以登上封面成為最萌的主角。

《找回我的帽子》、《這不是我的帽子》、《發現一頂帽

子》說故事活動
 日期：04/13（六）11：00－12：00      地點：B1 樂學室

 故事帶領者：本館第1組閱讀志工、淑慧阿姨、梅德林魔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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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伯寧罕】紀念繪本書展
 日期：04/01～04/30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著名的繪本作家約翰‧伯寧罕先生於今年初離世。他

留下的《和甘伯伯去遊河》、《你喜歡......》、《莎莉，離

水遠一點》、《喂!下車》…等作品，是許多孩子童年記憶

中的重要回憶。伯寧罕先生除了致力於創作兒童繪本外，

更藉由作品中角色們的經歷，傳達出孩子的內心想法、失

去親人、環境破壞等多項重要議題。

本月親子資料中心準備一系列精采繪本作品，歡迎親

子到館賞讀，和我們一起向這位繪本界的大師致敬。

 從《蔬菜頌歌》看窗道雄的世界
 時間：04/23 (二) 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帽子三部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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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庭小子小乾坤 (弟子規)                    片長84分鐘

 日期：04/20（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臺灣原創弟子規3D動畫《天庭小子－小乾坤》歷時六

年開發完成，榮獲國內外多項獎項，例如臺灣首座休士頓國

際影展「電視製作兒童類-金獎」、好萊塢國際影展「最佳

動畫短片」、美國國際金勳章影片大賽「動畫-卓越獎」、

加拿大全球首映國際影展「最佳動畫」...等。本片以創新的

戲劇手法，將艱深的經典《弟子規》三字一句轉換成趣味的

現代生活故事，讓孩子從生活娛樂中學習「品德重於財富學

識」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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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碧玲與蹲點青年對談

中華電信基金會每年支持青年學生到全臺各角落去蹲點，

默默改變了這些青年，讓他們認識了他們從未關注的世界；也

為這些角落裡的人們，留下一些或許多年之後，才會記起、或

意識到的影響，這些時移事往的記憶都紀錄在《青春，壯遊。》一書中，書裡的學生

和書裡的人們也經歷了成長和變化。

今年將十年成果集結成書《青春，壯遊》，參與者分享蹲點經驗對人生的影響，

勾勒出蹲點行動在年輕世代創造的新價值。

《 蹲點‧台灣十年誌：青春壯遊 》
 時間：04/27 (六) 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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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的釣魚環境和條件，究竟是如何引起日本內地釣客的矚目？日常生活中的釣

魚這類休閒活動，又是如何的與日本殖民統治產生連結？本次延伸書展特別展示臺灣

水文環境特色、魚類資源、水產發展概況、南方資料中的漁業資源、專業水產教育、

休閒雜誌、基礎教育

中的釣魚，以及各類

筆記或詩文集中的釣

魚紀錄。讓您透過這

些 資 料 ， 直 接 體 會

「釣魚去」中不太一

樣的閱讀樂趣。

 臺灣釣魚趣
 時間：03/04～04/30    地點：5F 參考室入口書展區

臺灣學系列講座館藏延伸書展          電話：(02)2926-6888 #4221 陳先生

海洋奇緣                                           片長107分鐘

導賞人：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小美人魚》與《阿拉丁》金獎導演組合，迪士

尼第56部動畫長片。

莫娜是位一心嚮往大海的酋長之女，原本跟族人

在島嶼上安居樂業，直到有一天，漁獲量漸漸短少，

農作物也減少產值，樹木慢慢枯死。莫娜認為唯一生

路就是向外拓展，但父親卻認為大海凶險嚴格禁止出

航。然而莫娜的祖母卻指引她另一方向，傳說中半神

人毛伊從女神那邊偷走了具有神秘力量的海洋之心，

才使得黑暗力量蔓延，生態平衡受到破壞。祖母告訴

莫娜她是大海選中之人，使命就是要找到半神人毛

伊，請他歸還海洋之心，讓一切恢復原狀。懷抱著對族人的責任與對大海的熱

愛，莫娜無畏地踏上一段不凡的旅程！

 時間：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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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自1935年《ゆうかり》第15卷第1期封面，繪者高須賀北南。為慶賀新

年，封面彩圖以表現臺灣恬靜閑散的農村生活為主題，並刻意在家戶門口加上

搶眼的紅色春聯，以示賀正之意。

清代文獻中，臺灣的傳統農業社會常見家戶畜養

雞、鴨、豬等家禽或家畜，除作為營養補給外，重要

節慶或祭祀活動時，亦是祭品，或被當成是家戶副業

商品，販售牟利。依據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調查，

臺灣民間喜飼豬，原因可能是「吃豬肉身體會變健

康」，或是「在結婚之夜吃豬肉，將來子孫繁盛且會

出大官」。另有「豬來窮」俗諺，則意味著豬隻在臺

灣社會的珍貴性，一旦豬自己出走，勢必造成遺失者

與收養者間的紛爭與衝突，家自然就窮了，極具有警

世意味。

臺圖文創                                   電話：(02)2926-6888 #5412 周小姐

豬拱福門
尺寸：W 8.5 cm、H 7 cm 

容量：270 ml

文創品於本館1樓流通櫃台

及網路商城熱賣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