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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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映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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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老師縮小了  Help！ I Shrunk My Teacher
■播放場次：07/28 (日) 一場 /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導賞人：黃英雄老師 ( 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

菲力的媽媽因為新工作搬到了美國，才11歲的他只好和爸爸搬進新社區，與家人分隔兩地，又

要適應新環境，菲力真是頭大極了！開學的第一天，菲力下定決心不搗蛋，好好唸書。然而計

畫總趕不上變化，學校裡的小惡霸盯上了這個菜鳥轉學生，為了躲避同學們的欺負，菲力意外

闖入創校老校長的幽靈密室，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他發現自己不但有著奇妙的能力，還將

老師縮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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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分鐘 [德] 

07/05（四）

再見我愛你

 Paints my love

故事發生在一個小村莊裡，喜歡畫畫的男孩阿昇，和喜歡唱歌的女

孩筱月在追求夢想的途中，受到家長的反對和現實的阻礙。他們愛

上了對方，愛情讓他們的夢想更堅固，一起面對困難，他們深深地

影響著身邊的每一個人。然而一樣喜歡筱月的陳浩文和阿輝加入了

這場愛情競賽，究竟誰會勝出呢？

片長98分

[國]

07/12（四）

壁花女孩夢遊中

Girl Asleep 

即將滿15歲，進入青春期的葛莉達在班上是個魯蛇妹，她對於即將

逝去的童年感到異常恐慌，總覺得一旦踏出舒適圈後的成人生活，

絕對無法適應現實社會。她唯一的好朋友艾略特，兩人在懵懂的青

春時期一起懷春傷悲，對異性產生遐想，以尚未退去的天真一起面

對世界。然而在15歲的生日派對時，葛莉達意外夢遊進入另外一個

新世界：處處怪異、有點暴力、荒唐到不行的異想世界，也只有在

那裡，她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

片長77分

[英] 

07/19（四）

逆流色彩

Upstream color 

素昧平生的男女，相遇並進入愛河，卻意外陷入了一個永恆的有機

生命體中，當他們試圖從生活中拼湊過去的回憶，才發現他們的來

歷，竟是一個詭譎而夢幻的生命循環……。

片長96分

[英] 

07/26（四）

如果看見她的心 
The Choice

這是一對人人稱羨的愛侶，她是音樂學院的聲樂老師，他則是知名

餐廳的主廚，美食、音樂、愛情樣樣不缺，生活十分完美。有一

天，蘿拉生日當天在巷弄中遇襲，猝不及防的意外，伴隨著蘿拉懷

孕的消息，讓原本美滿的感情激起另一波漣漪……。

片長101分

[義] 

電影聽賞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雙和藝廊                                     電話：(02)2926-6888 #5416 程小姐

筆痕墨跡 ― 史博館館藏名家書畫展
 日期：06/11～07/21        地點：4F 雙和藝廊 

國立歷史博物館自107年7月進入閉館整建時期，此次與本館合作辦理展覽，精選

館藏水墨書畫作品展出。以書法及水墨作品同場展示，藉此介紹水墨書畫風格特色，

欣賞不同書畫家的筆墨技巧，讓觀眾感受到書畫藝術的魅力。走進展場，觀眾彷若走

入畫家心中的深邃造境，浸沁在臺灣美術的長河之中，流淌彌漫、默化潛移。

專題講座：筆痕墨跡—談臺灣書畫發展 

時間：07/07（日）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主講人：國立歷史博物館 蔡耀慶 博士

特邀本展覽策展人蔡耀慶博士，針對展臺灣書畫發展與書畫藝術進行深入淺出的介紹。

■播放場次：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窗子․盒子․鏡子 ― 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 歷史文物 》

300期展
 日期：06/11～07/21        地點：4F 雙和藝廊 

《歷史文物》，全名《國立歷史博物館館

刊：歷史文物》，於1961年12月創刊，是臺灣相

當早的一本博物館刊物。初以館務報導為核心，

逐漸成為今日推廣歷史文物美術和博物館學知識

大眾化的藝文刊物。於今歷57個年頭、發行300

期，值得紀念的時刻，特規劃此展，展出《歷史文物》創刊號至300期所有書刊，期

待與更多人分享與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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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地球之前 ― 新北市107學年度

國小階段資優學生攝影展
 日期：06/28～07/21        地點：1F 臺灣藝文走廊 

參展人：資優斑馬兒童們，與他們的好朋友新北市

國小資優巡迴教師們。「離開地球之前」，這短短六個

字，你/妳會想到什麼？

如果有一天，我們真的必須離開地球……我們手中的

相機，可以為我們留住什麼？如果什麼都不能留住，那

這相機可以幫我們帶走什麼？

在這個展裡，文字大概都只是觀後的「註解」，照片——就是我們的「話語」。

離開地球之前，我們哪都沒去，我們就在這裡，在我們的照片裡。

   

歡迎加入學習行列！終身學習研習班招生中！

推薦課程：『插畫輕水彩』週四 ( 14:00-16:00 ) 郭瑞豐老師 授課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已截止，即日起至7月31日 (三) 止，未開課前各班仍有剩餘

名額(油畫、插畫輕水彩、國畫、書法、古箏、拼布、攝影等班)，採

現場報名繳費 ( 詳見繳費方式說明 )

繳費方式：現場繳費與匯款繳費 ( 詳見招生簡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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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期簡章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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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樓夏季展演活動                                    電話：(02)2861-6169

氣韻遊心 ― 台灣水墨畫會會員聯展
 日期：07/24～08/04        地點：4F 雙和藝廊 

台灣水墨畫會自民國87年由創會會長胡念祖教授成立至今已屆21年，是國內第一

個以本土化為目標的藝術團體。隨著藝術環境的改變與多元

化，畫會的宗旨即堅持在傳統的基礎上，尋求創作空間的可

能性。要如何保有傳統的一些特色，又能創新走向全球化，

就必須擴展繪畫的內涵，涵括不同的題材和風格，吸取現代

創作觀念，同時保持傳統筆墨精神的創作理念。

本屆理事長陳正治老師，傳承胡念祖老師麗水畫派風

格，帶領畫會多元性展出，並跨海進行國內外交流分享，冀

能薪火傳承，持續為後學樹立典範。    

本展標題「氣韻遊心」期能以作者的筆墨氣韻來與藝術

界同好交心，敬邀光臨指教。

上次，我們和「南朋友」一起暢遊，「南南自旅」的記憶，也還鮮明地留在腦海

中。不管你是否因這些書展心血來潮、實地走訪一趟東南亞，眼前的這些書籍，可以

提供另一種面向，看看別人如何領略這塊風土，與她相處。有些人為了經商、有些人

為了尋找自我前往，或許懷抱期待，也可能希望落空，但正是因為生活充滿變化，我

們才能從這些分享中，領略異地生活的不易，與其中的酸甜苦辣。

心之所嚮 @ 東南亞

說說你對「他們」的了解吧！沒錯，海洋、雨林和香料十分美好，但僅靠這些詞

彙描述，感覺又有點少。「鄭和下西洋」是15世紀的歷史，「中南半島」是中國本

位的分區，而「東南亞」是這些國家在世界上的劃分位置……，越是拼湊，就越會發

現，對於鄰國，我們其實知之甚少；反過來說，了解的越多，就越能勾勒出清晰的樣

貌。帶著你的經驗和好奇心打滿舵，朝著南南西的方位潛入書海，再一次發掘，這些

國家與文化的奧妙！

 日期：06/25～07/28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指針向南，新發現！
 日期：06/25～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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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7-12月雙和藝廊、臺灣藝文走廊展覽檔期開放申請囉！
 申請時間：即日起～9/30      

 申請方式：請填妥展覽場地申請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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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封上註明「申請109年下半年度展

覽場地」。詳細內容請上本館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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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24 (一) 開始報名，報名者優先進場。

海洋塑膠垃圾與生態危機
 時間：07/20 (六) 13：30－16：30 (含導賞時間) 

 地點：1F 簡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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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樓「夏季民歌新唱」音樂會即將開跑囉！

本次活動於國立臺灣圖書館、陽明山美軍基地及

中山樓等地放置免費票卷，歡迎民眾索取！特別邀請

知名聲樂家「簡文秀」老師開場演唱歌謠，民歌藝人

「何方」以及「胡藝芬」老師演唱經典民歌，新生代

創作歌手「許淨淳」、「張宸安」表演自創曲。當天

於中山樓前廣場安排「彩繪廣場」、「泡泡奇蹟」與

「氣球達人」等活動，提供民眾多元娛樂與創意互

動，聽民歌的同時，也能一同享受闔家歡樂時光!現場

進駐數台胖卡餐車，販售多樣化餐點，觀看精彩的表

演、彩繪遊趣之餘還可以享受美食，歡迎大家呼朋引

伴一起來中山樓度過美好午後時光。

活動時間：07/27 (六) 14：30-17：30 (13：30開放進場)

活動地點：中山樓3樓 國宴廳舉辦 (臺北市北投區陽明路二段15號)



親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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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座

 7/03（三）△ 雪獅 / 麗貞 阿姨         

                   ▽「無限多」到底有多少呀？ / 蘋果 阿姨
 7/10（三）△ 三角形 / 梅子 阿姨                      

                   ▽ 塑膠島 / 鳳梨 阿姨
 7/17（三）△ 亞哈與白鯨 / 兔子 阿姨           

                   ▽ 大山先生，快讓開！ / 櫻桃 阿姨
 7/24（三）△ 蘋果園的12個月 / 淑慧 阿姨                  

                   ▽ 會生氣的山 / 梅德林魔法師
 7/31（三）△ 艾飛不見了 / 一蕙 阿姨                  

                   ▽ 我和怕怕 / 繼英 阿姨

陳雅慧（親子天下媒體中心 總編輯）

牛奶是不是有毒？這個真的會致癌？誰誰預測國運準嗎？這些消息真的假的？假

訊息、假新聞是國際都關心的網路時代民主危機，身為讀者怎麼辨明？身為家長和老

師又該怎麼教育下一代？親子天下總編輯陳雅慧以豐富實務經驗分享每個人都做得到

的媒體識讀力。

哆啦A夢 ― 大雄的金銀島                          片長104分鐘

 日期：07/06（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我一定會找到金銀島！」大雄這麼對胖虎宣言後，就向

哆啦A夢求救，使用道具「尋寶地圖」尋找金銀島。而地圖指

示出來的位置，居然是太平洋上莫名冒出來的新島嶼。大雄一

行人搭著名為「大雄奧拉號」的船前往金銀島，就在即將靠岸

時，卻有海盜來襲！面對突然現身的敵人，大雄他們陷入一陣

苦戰，此時靜香卻被抓到海盜船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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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日期：07/01～08/31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一年一度的《好書大家讀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得獎書

展又來囉！在「圖畫書及幼兒讀物組」得獎好書部份，有引起

廣大迴響、支持難民兒童受教權的《戰爭來的那一天》、溫暖

孩子心中不安、勇敢面對新環境的《雪獅》、將形狀擬人化、

彼此鬥智相互捉弄的《三角形》、以及與內心恐懼成為朋友的

《我和怕怕》……。想知道還有哪些好書獲得殊榮嗎？歡迎您

一起到圖書館來感受這些精彩繪本故事的圖文魅力喔。 

 當個會思考的閱讀者，媒體識讀
 怎麼學怎麼教？

 時間：07/10 (三) 14：00－12：00    地點：1F 簡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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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書大家讀主題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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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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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有創意：認識泰國文化藝術講座

泰國文化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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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好書交換活動 (夏季)                電話：(02)2926-6888 #2108 王小姐

劉柏宏（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授）

這場演講將縱橫中外古今，穿梭於數學、科學與文學之間，欣賞歷來科學家如何

探索星空之奇。最後我們會發現，柏拉圖的數學思想扮演著關鍵角色。

今夜星空非常柏拉圖
 時間：07/06 (六) 09：30－11：30    地點：4F 4045 教室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者優先參加，線上報名人數開放80名。

謝佳叡（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助理教授）

這場演講試圖從小說、散文、詩詞等不同的文學類型切入，讓與會者感受文學和數學

不是兩條平行線，當兩者交織在一起時，更能織出色彩豐富的作品。

數學與文學的交織：詩詞與小說中的數學思維
 時間：07/27 (六) 09：30－11：30    地點：4F 4045 教室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者優先參加，線上報名人數開放8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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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與臺灣近代建築之關連
 時間：07/13 (六) 09：30－12：20    地點：4F 4045 教室  

黃士娟（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大多數的人以為臺灣近代建築既然由日本人設計，理應和日

本本土建築相同，事實上臺灣和日本本土存在著差異性，這差異性之背景可以從政治

條件、氣候風土分析之，亦即臺灣近代建築其實從最初移植、轉化，才慢慢地調整成

適合臺灣環境的建築，就如同植物演化適者生存一般，發展出看似相似卻不同的建築

路線。

Little Bear Story Time 小黑熊外文繪本故事時間
 ―“Seven Blind Mice”
 日期：07/06（六）11：00－12：00      地點： B1 樂學室

 故事帶領者：Cici & Julia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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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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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樂遊中山樓」                                                 電話：(02)2861-6391

偏鄉學校及弱勢學生戶外教育活動補助申請  

一、主題導覽 ( 5選2，課程時間約60分鐘 )

內容包含「名家藝術珍品」、「建築與裝飾」、「自然環境」、「歷史沿革」、

「統整學習」。

二、DIY活動 ( 課程時間約30分鐘 ) 內容包含彩繪扇子或絹印體驗等。

◎ 活動對象

教育部認定之偏遠地區(含特偏)國中小學或其他非偏遠地區之弱勢學生。

◎ 實施方法

一、申請期間：即日起至額滿或11月底止。

二、申請方式：以學校或團體為申請對象，請以email 

      ( chungsun@mail.ntl.edu.tw ) 寄送申請書 ( 含附件 )。

三、活動辦理期間：108年 5月15日至 12月10日止。

四、辦理梯次：15 梯次 ( 北北基桃竹縣 ( 市 ) 地區 8 梯

次，其他地區 7 梯次為限 )。

五、每梯次人數：每梯次以 36 位學生及 4 位帶隊人員

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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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迪米小鳥奇遇記                                        片長89分鐘

 日期：07/13（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暴風雨中，小鳥迪米和他的父母失散了，他孤零零地來

到了非洲烏布魯大草原。長頸鹿瑪可芭保護着迪米，一天又一

天，迪米開始對陸地上的動物以及熱帶草原的生活方式越來越

了解。對迪米來說，這次的停留對有着意想不到的特別意義，

就像在非洲度過一個美好的假期！在這裡，他還交到了一群好

朋友，鴕鳥哈比比、斑馬歐哥、河馬羅奇亞、食蟻獸肯布、大

象天霸和變色龍巴杜……現在就和小鳥迪米一起探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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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07/13 (六) 10：00－12：00   地點：1F 簡報室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 一般民眾 60 人

魏雅娟 (曾任 HOME DESIGM 設計玩家總編輯)

因工作多次造訪泰國曼谷，認為設計與文創，應取之於生活、用之於生活。藉由

魏老師的採訪與體驗，帶領大家認識泰國文化藝術。

泰國鬼面具 DIY
 時間：07/13 (六) 14：00－16：00   地點：B1樂學室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一般民眾 20 人 / 備取 5 人

謝世軒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南洋台灣姊妹會北部辦公室主任)

泰式廚房初體驗 (涼拌青木瓜)

 時間：07/14 (日) 10：00－12：00   地點：B1樂學室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一般民眾 30 人 / 備取 5 人

陳瑪莉 (泰籍、餐桌上的家鄉料理講師)

電影欣賞：初戀那件小事 泰語發音中文字幕 / 118分鐘 / 

 時間：07/14 (日) 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 請上網報名 ◎ 

收書時間：07/09 (二) ─ 07/19 (五)  14:00-19:00 ( 逢週一休館 )      

收書地點：3F 服務臺 (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85號 )

換書時間：07/20 (六) 14:00-16:00   換書地點：B1 樂學室 

換書好康：一、換書現場備有好康禮，當日14:40前完成換書並繳回計點卡之前

50名民眾，即可現場參加摸彩(每人僅限參加一次)，可獲得好書或禮品一份。

二、所有獎項，限於換書時間內兌領，逾期視同放棄。

收書原則及換書方式請詳閱本館網站最新消息；換書當日

還有「換好書、抽好康」活動 (兌換方式及名額以網頁公告為

準)，歡迎民眾踴躍參與。

【為響應環保，換書當日，請民眾自備書袋裝書】

官怡君（雙和醫院神經內科 專任主治醫師）

本講座特與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合作，由失智症專責醫師-官

怡君醫師以深入淺出的介紹，希望增進民眾正確理解失智症並成

為失智症者的支援者外，更希望喚起社會大眾透過自己的力量，讓社區內的失智症者

及其家屬安心自在地生活，建立失智症者安心生活的社區，共同打造友善社會。

  失智症守護天使
 時間：07/16 (二) 10：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108年暑期閱讀營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

108年暑期閱讀營 ― 媒體識讀講座

有媒有問題？！談媒體素養與媒體監督

 時間：07/26 (五) 14：00－17：00   地點：1F 簡報室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者優先參加，線上報名人數開放 75 名

陳炳宏 (臺灣師範大學大傳所教授、臺大好評通識課程「媒體素養」講師)

本系列講座將運用媒體實際案例，邀請您一同解構臺灣媒體內容與產權，探討究

竟是哪些因素影響了一則新聞的訊息內容，一起思考「媒」問題！

報告！媒問題！談新聞製造業

 時間：08/03 (六) 14：00－17：00   地點：1F 簡報室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者優先參加，線上報名人數開放 75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