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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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朋友》主題電影院

展 

覽

「養兒防老」的觀念已不再流行，和寵物一起散步更令人動心。有句話說：「狗

是人類最好的朋友。」但沒教好，只會讓這些食客變成豬隊友。這些貓貓狗狗，就和

人一樣，有著自己的習性和個性。與牠們相處，其實也是給自己一個機會學習。但願

某一天，牽繩的兩端不再拉扯，找到平衡，而那，就是屬於你們的特別關係。

我的小孩毛很多

即使做完每日任務，澆水、施肥……，土壤仍舊空蕩蕩一片。如果是遊戲，只要

幾天，不用偷菜也能豐收。但遊戲的金手指秘技，對自然並不適用。

當初會買下這些盆景，不就是為了在水泥叢林，打造一處心靈綠洲？成為綠手指不

難，但也不簡單。萬物生長有它的節奏，努力不是徒勞無功，相信持之以恆的用心照

料，有一天會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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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0～05/26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開心農場
 日期：04/30～05/26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狼的孩子雨和雪  The Wolf Children Ame and Yuki
■播放場次：05/26 (日) 一場 /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19歲的女主角「花」，如同童話故事般遇上了一位狼男。當時還是個大學生的
「花」，不顧一切的與狼男墜入愛河，甚至結婚生子。「花」生下了一對可愛的姊弟，
「雪」和「雨」，一家四口過著平靜溫馨的生活。某天，狼男不幸意外死亡，為了表達
對狼男至死不渝的愛，花帶著兩個孩子到名為田舍町的鄉下生活…… 。
「雪」和「雨」逐漸成長，抉擇的時刻也即將來臨。到底要「以人類的身分」還是「以
狼的身分」活下去？而花面對兩個孩子，她又會怎麼看待「狼的孩子」的選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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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育特展                                           電話：(02)2861-6121 黃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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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分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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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壽康寧篆刻教育特展
 日期：05/15～06/02        地點：4F 雙和藝廊 

05/02（四）

鯨奇之旅

Big miracle

三隻加州灰鯨展開例行的遷徙之旅，不料受困於阿拉斯加巴羅
海岸，正好成為記者亞當的新聞素材。 
由於情況危急，時間分秒流逝。亞當、瑞秋與男孩納森只能同心協
力、加緊腳步遊說當地人、石油公司、以及處於冷戰局勢的俄軍與
美軍拋開歧見，為共同目標竭盡全力─在最短的時間內幫助三隻灰
鯨逃離迅速結冰的北極圈！

片長106分

[英]

05/09（四）

只想陪著你

Truman  

朱利安和湯瑪斯是好朋友，但因為處在不同國家，已經多年沒
有見面。某天，朱利安打開家中大門，發現湯瑪斯站在眼前，那瞬
間，所有流逝的歲月、距離造成的隔閡全部煙消雲散，兩人開心暢
談。但朱利安卻將不久人世，湯瑪斯決定陪著他面對一切，於是兩
位摯友，與朱利安衷心的寵物—一隻叫杜魯門的狗，將一起度過這
段生命中最後的旅程。

片長109分

[西] 

05/16（四）

卡斯柏和艾瑪 

野外大冒險

Casper and Emma : 
go hiking

卡斯柏的爸爸訂了間小木屋，他的朋友阿克索就在那裡工作。
卡斯柏和艾瑪都興奮不已，期待展開一場荒野冒險！
在星空下，艾瑪想念著她的爸爸，卡斯柏便想著：如果艾瑪媽媽和
阿克索互相喜歡，這樣艾瑪就會有完美的家庭！於是，卡斯柏觀察
爸媽，摸索大人怎麼陷入愛河……，這趟冒險，最後會得到什麼樣
的結果呢?

片長83分

[挪] 

05/23（四）

為了與你相遇

A dog's purpose  

本片根據同名暢銷小說改編，以狗狗的角度來看世界。導演萊
斯霍斯壯，分享一隻忠狗深情和令人驚訝的故事。透過教導人類如
何學會去笑和懂得愛，牠成功的尋找到自己的存在意義。

片長101分

[英] 

05/30（四）

長頸鹿上學去

My giraffe

小男孩迪可傑有位大塊頭的好朋友─長頸鹿哈夫。到了該上學
的年紀，他們倆都好期待，但開學當天，迪可傑才發現哈夫不能跟
他一起上學。儘管失望，迪可傑仍漸漸喜歡上學，也交了另一個朋
友尤斯；而哈夫只能孤單地留在動物園，覺得自己被遺忘了。為了
重拾友誼，迪可傑想出絕妙的計畫，要帶哈夫一起上學，同時享受
兩個好朋友的陪伴！

片長74分

[荷]

出自1939年《水滸傳》日譯本之卷首插畫，繪者不詳。虎，在傳統中國

文化中具有勇武、剛強的形象，寓有鎮煞、兵事之意，如雲從龍、風從虎，取

其壓煞及虎虎生風之象。然而，此處繪者卻以非寫實畫風，讓傳統印象中的兇

猛老虎，頓時變得相當可愛。《水滸傳》是中國著名之白話章回小說，於日本

自明治維新以來，在追求西化的過程中，中文漢學傳統並未因西化而被刻意漠

視或忽略，重要作品皆持續不斷有不同的譯本出版。

臺灣民間流傳著虎姑婆趁父母親不在家時，進屋吃小孩的傳說，讓小孩的

心中對虎姑婆產生極大的恐懼感。因此，當小孩在夜間不停地嬉戲、不肯睡覺

時，大人們便經常會以「虎姑婆來了！」嚇唬這些小孩，讓這些小孩乖乖地上

床睡覺，實與虎之形象有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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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虎生風
尺寸：W 7.6 cm、H 8.9 cm 

容量：265 ml

文創品於本館1樓流通櫃台

及網路商城熱賣中！

您是否曾漫遊在府城巷弄的老街？思考著周圍人文美景

的淵源？別讓美好的記憶停留在表面，透過更多的閱讀，更

能深入認識地方文化的歷史。

為了讓社會大眾深入瞭解並關心這塊我們共同成長的土

地，特別策劃本次「臺灣小城故事」政府出版品主題書展，

展出內容包羅萬象、豐富多元，涵蓋範圍橫跨東西、縱貫南

北。希冀讀者藉由相關主題之優良政府出版品，探究思古歷

史典故，見證臺灣精彩小城故事。

 臺灣小城故事
 日期：05/01～05/31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政府出版品主題書展                      電話：(02)2926-6888 #2109 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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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的中國篆刻史經歷了史上最曲折複雜、且動盪並

變革的時代。尤其是臺灣的篆刻藝術發展與面貌，構成了中

國藝術家與世界文化共同體保持聯繫的重要鏈條。藉由這次

特展呈現的金石之美，使整個展覽貫穿了20世紀中國篆刻藝

術史，展覽的價值意義非凡。

展品內容包括：(一) 福壽康寧之齋自用印47枚，多出近

當代篆刻名家之手，與季康大師有著深厚的情誼：葛貞6枚、

鄧散木1枚、陶壽伯7枚、張直厂9枚、馬萬里2枚、趙畊石1

枚、王開霖2枚、王壯為2枚、陳丹誠2枚、吳平5枚、陳老秋

1枚、鏡心1枚、朱爾貞1枚等；(二) 臺灣篆刻名家周澄、薛

平南、黃嘗銘、阮常耀、李清源、柯詩安、杜三鑫、蔡耀慶、羅應良、蔡介騰、古耀

華等作品，多為歷年國展、省展首獎及中山文藝獎得主，呈現臺灣當代篆刻創作的文

化新形象；(三) 全國篆刻徵件比賽優選及佳作得獎作品12件；(四) 另有季康花鳥畫作

等34幅、仕女花鳥屏風1座與自用印相互輝映；(五) 印章清理紀實與介紹。

 開幕茶會：

時  間：05/08 (三) 10:00     地  點：陽明山中山樓 ( 臺北市北投區陽明路二段15號 )

 專題演講：

時  間：05/18 (六) 09:30－12:00                    地  點：4F 4045教室 

講  題：解讀福壽康寧篆刻教育特展金石之美    講  師：凌春玉 (策展人)

 DIY體驗活動：

第1場 5/17 (五)  13:30～16:30 劉冠意 老師  (名額5名及美術班學生)

第2場 5/19 (日)  13:30～16:30 王威凱 老師  (名額25名)

第3場 5/25 (六)  13:30～16:30 王威凱 老師  (名額25名)

第4場 5/30 (四)  13:30～16:30 劉冠意 老師  (名額5名及美術班學生) 

※ 凡參加之教師及公務人員可登錄研習時數3小時。

※ 現場酌收材料費用新臺幣 100 元

    (含印石1枚、砂紙、宣紙、墨汁、布手套等用具)。

※ 請自備小楷毛筆。

地  點：4F 4045教室 報名請掃 QR 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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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情‧人文‧院宇 ─ 新北市新莊水彩畫會聯展
 日期：05/01～05/12        地點：4F 雙和藝廊 

新莊水彩畫會於國立臺灣圖書館-雙和藝廊舉辦「風情‧

人文‧院宇」展覽，展出內容除了山山水水也有花現蹤跡，

連深秋的落葉嘆息都滑進了筆尖裡。本展覽表達的創作理念

為「以人為本」，多一份心思從生活上出發，不管是人文風

情、亭臺樓閣、還是常伴我們生活日常的周邊大小事，都囊

括其中。作品不乏有異國風情和臺灣最美的風景，期待能豐

富您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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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資源推廣課程              電話：(02)2926-6888 轉 4211或4223 吳小姐

行動載具雲端悠遊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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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網路報名：本館網頁活動報名、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或公

                 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2) 電話報名： 週一至週五 09:00-17:00。

 課程主題及內容介紹： 

  5月08日 (09:15-12:15)：手機 / 平板基礎生活應用

  5月15日 (09:15-12:15)：手機 / 平板進階生活應用

  5月15日 (02:00-05:00)：手機拍照技巧輕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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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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5/01（三）△ 恐怖的頭髮 / 梅子 阿姨        

                   ▽ 淺藍色的西瓜 / 鳳梨 阿姨

 5/08（三）△ 媽媽妳會永遠愛我嗎? / 麗貞 阿姨                      

                   ▽ 晚安，熊貓先生 / 楚萍 阿姨

 5/15（三）△ 三隻熊 / 兔子 阿姨           

                   ▽ 雀哥幫幫忙 / 蘋果 阿姨

 5/22（三）△ 喵嗚! / 櫻桃 阿姨                  

                   ▽ 小火車，大冒險 / 梅德林魔法師

 5/29（三）△ 神奇的胖胖蓬蓬小小 / 兔子 阿姨                  

                   ▽ 太多胡蘿蔔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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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蘇達貞（蘇帆海洋基金會創辦人）

63歲拖鞋教授 X 16位熱血青年共同為一個夢想瘋狂。

什麼是冒險？什麼是追夢？什麼才是海島子民該擁有的海

洋思維？我們會時常向人說起：東北角海域是臺灣的百慕達三

角；濁水溪的外海有一片沙漠；貓鼻頭與鵝鑾鼻海域所包圍的

半島稱之為恆春；花蓮起了洄瀾；清水斷崖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景點……但，這些都要

從海上去看。當我們顛覆由陸地望海的傳統框架，翻轉一百八十度去探索這片土地，

終於能夠體會臺灣為何被稱為福爾摩沙。

本講座邀請《夢想海洋》蘇達貞教授分享，帶著16名海洋新手，克服重重困難，

進行熱血帆遊之旅！

石器小英雄                                      片長89分鐘

 日期：05/04（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為了部落，當一次真正的英雄!地表最強穴居人達哥，以及他天兵的族人們，一

同在溪谷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但隨著「青銅時代」入侵，迫使處在劣勢的他們，必

須離開摯愛的部落。勇敢的達哥拒絕離開，並決定把部落的未來，賭在一場前所未

聞的足球比賽上……。達哥開始對十位天兵原始人進行足球特

訓，不過天兵到哪都是天兵，整場特訓就是特「遜」，直到他

網羅青銅時代的女粉絲古娜擔任教練，讓災難開始有了轉變。

即使邪惡的努斯大佬竭盡所能，利用他們過去的秘密試圖從中

破壞，卻也無法阻擋他們想要獲勝的決心。究竟這群原始人能

否學會「相信自己」的真諦，並把潛能推向無限，成功擊敗

「青銅時代」呢?

“ Gruffalo ” 英語童話故事城堡戲劇活動

 日期：05/04（六）11：00－12：00      地點：視障資料中心 B1

 故事帶領者：本館閱讀志工郭筱晴老師 &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英語志工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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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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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行動‧大改變】愛地球繪本主題書展
 日期：05/01～05/31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熊熊的烈火吞噬了森林，融化的冰山驅趕著北極熊一

路向南，滔滔的洪水淹沒了家園，人們在霾害煙塵中掙扎

生存。美麗的地球滿目瘡痍，傷口加劇、始終難以復原；

孕育我們的這片土地發出無聲的悲鳴。

每一個無心的舉動都可能造成傷害，但每一個善意的

愛護行動也可能帶來改變。   

本月親子料中心準備了一系列與環境保護、愛地球相

關的繪本好書，歡迎大小朋友一起到館賞讀，和我們一起

從繪本開始了解地球、學習如何愛護她喔！

 《夢想海洋》
 時間：05/01 (三) 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故事戲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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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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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路上                                        片長110分鐘

 日期：05/18（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在臺灣幸福路長大的林淑琪，終於在夢想的美國生活，卻

總是夢見幸福路的童年。當一通從家裡來的電話告知外婆的死

訊，林淑琪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家鄉。走在熟悉又陌生的幸福路

上，她觸景生情回想起自己的成長的種種，想起曾經有過的教

育、友情、父母的愛與期盼，想起自己已經失落許久的幻想與

理想。「我怎麼會成為現在這樣一個臺灣人？」、「什麼是幸

福？」一趟回鄉之旅，讓她開始想回到當年她最想逃離的家

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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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慧娟（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眼科部主治醫師）

隨著高齡化社會及3C時代的來臨，因疾病、老化或長時間

接觸數位產品等，以致視力缺損、退化屢屢可見，要如何長保

視力健康，成為了現代人最關切的議題之一。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眼科部鍾慧娟主治醫師，將於講座中傳授成人及兒童視力保健

獨門祕笈，並透過案例瞭解視力缺損時，該如何有效利用合適的輔具及學習生活新技

巧，重拾彩色人生。

《 護&眼：全方位0-99歲眼睛保健聖經 》
 時間：05/04 (六) 10：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保健講座                                     電話：(02)2926-6888 #2120 闕小姐

洪廣冀（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助理教授）

日治時期，臺灣有七成以上的土地屬於林野，林業在臺灣產

業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直到一九三○年代前，臺灣林

業的表現卻不出色，甚至經常被譏稱為「臺灣之恥」。有趣的

是，當臺灣進入戰時體制之後，林業一反疲態，竟躍升為「發展最速的產業」。在這

樣的背景下，接下來，我們便可以問一個問題，臺灣林業究竟為什麼能如此急遽地轉

型呢？本次講座，主講人將以科學林業體系的森林計畫事業（1925-1935）及其與軍

需工業的關係、臺灣闊葉林業的開發與起飛、林產處分機制等幾個面向切入，嘗試解

開殖民統治、近代科學、工業化及環境變遷之間錯綜複雜的關聯。

從臺灣之恥到發展最速的產業─再思日治時期臺灣林業的
工業化
 時間：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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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世一（台灣頭文化協會理事長、前基隆市政府新故鄉推動小組委員）

由文化總會與教育部共同合作的走讀臺灣計畫，就是要鼓勵大家認識這塊土地所

發生的每一個與歷史、文化、藝術人文、自然生態及地方產業有關的故事，希望藉由

走讀臺灣，讓臺灣、甚至於大陸及國際民眾更深度的認識臺灣，進而關心臺灣、愛護

臺灣。本次專題精心挑選走讀臺灣系列之「走讀基隆市」，該書經基隆市文化局開放

網路選書獲選為2012基隆之書。

本館特別邀請該書作者群之陳世一老師，現任臺灣頭文化協會理事長、前基隆市

政府新故鄉推動小組委員及前基隆市古蹟．歷史建築．聚落暨文化景觀審議委員，蒞

館分享走讀基隆之美，歡迎大家一起來聆聽學習成長！

 走讀臺灣 ─ 基隆市
 時間：05/19 (日) 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政府出版品專題講座                      電話：(02)2926-6888 #2109 劉先生

哈佛沒教的幸福課                                片長99分鐘

導賞人：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19歲的凱莉是資優天才，智商高達185，18歲便從

哈佛大學畢業。看似前程美好的她雖擁有令人羨慕的學

歷，卻沒有快樂幸福的人生。凱莉個性固執，讓人際關

係處處碰壁，感情也跟著繳了白卷。更糟的是，原本跟

她相依為命的父親，竟打算另組家庭。面對不可預知的

未來，凱莉越來越感到徬徨。於是，父親請來曼哈頓名

醫佩特洛夫，教她該如何快樂。佩特洛夫給了她一份清

單，要她在年底前執行完成。任性的凱莉不以為然，為

了證明清單無效，她決定一一去完成。驚人的是，當凱莉開始逐一進行時，有

趣的事竟然一件件發生，為她帶來了意想不到的驚奇……

 時間：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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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振明（臺北市立大學視覺藝術學系）

本書以臺灣較早開發的臺南地區歷史為創作背

景，透過書中畫作，讀者也可以一窺臺灣史概況。本

館於2018年復刻重印，特邀蘇振明教授進行賞析，引

領大家了解臺南為何是臺灣開發史的古都。

 名畫中的臺灣史-《台灣歷史画帖》
 時間：05/10 (五) 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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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