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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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難見真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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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出亞馬遜  Jungle
■播放場次：10/27 (日) 一場 / 14：00～17：00   ■地點：B1 演藝廳

三個背包客在玻利維亞相遇，為了一圓探險夢，在奧地利冒險家卡爾的慫恿之下，四人前往

亞馬遜雨林，尋找一個印地安人部落。在大自然的野性與重重考驗之下，四人起了內鬨，尤

奚與凱文決定循著水路前進，卻遇上激流將兩人沖散；尤奚就此落單，只能一個人獨自求

生。亞馬遜叢林裡充滿虎視眈眈的動物、劇毒的蟲子以及狂風暴雨，大自然最險惡的一面才

正要開始，他開始懷疑，自己能不能活著回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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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分鐘 [英] 

10/03（四）

超級暴風圈

 Super Cyclone

加州外海一座深海鑽油井，在作業期間因不慎鑽到火山，導致岩漿

流入海中，不僅造成海水溫度急速上升，且還因此形成暴風。這

時，目睹一切過程的油井負責人崔維斯，決定與前往幫忙的氣象學

家珍娜，利用珍娜專研的奈米物質研究，試圖在這股暴風襲擊前，

阻止悲劇發生。

片長89分

[英]

10/17（四）

鹽與火之歌

Salt An Fire

科學家蘿拉被聯合國派往玻利維亞，調查當地的一起生態災難。飛

機才降落，就出現了一群蒙面武裝部隊將她強行押上另一架飛機，

輾轉到了不知名的小島。島上只剩兩名眼盲的男孩，喃喃唸著白色

惡魔……。與此同時，鹽沼之下的地底熔漿正蠢蠢欲動，一連串的

火山運動顯示火山即將噴發，鹽與火互相吞噬，這片土地將以令人

始料未及的方式進行對人類的反撲……。

片長98分

[英] 

10/24（四）

玩命颶風

 The Hurricane 
Heist

地表最強颶風即將來襲，警察重裝上陣運送6億美元舊鈔等待銷

毀，但一群高科技智慧犯罪集團，準備趁天時地利人和進行一個天

衣無縫的完美搶劫計畫。機警的財政部專員凱西發現事有蹊蹺，於

是找來對颶風瞭若指掌的氣象專家威爾聯手反擊，而他們不僅要在

這個世紀最大的狂風暴雨中想盡辦法存活，更要利用這個超級颶風

阻止這場世紀大劫案！

片長103分

[英] 

10/31（四）

驚天巨浪

The Wave

80年前，大量土石崩坍引發的大規模海嘯， 巨浪輕而易舉毀滅了

沿岸城鎮， 死難人數更是難以估計， 是挪威史上傷亡最慘重的自

然災難。海嘯漸漸被世人遺忘的今日， 資深地質學家克里斯提安的

同僚偵測卻到地底下的異常震波， 經過精密推算， 克里斯提安明

白他最害怕的惡夢即將成真， 地底震波的連鎖反應將導致無從避免

的「第二次衝擊」。海嘯警報響起， 全鎮居民只有10分鐘不到的

時間可以撤離， 無情的滔天巨浪襲向家鄉， 克里斯提安必須與時

間競速， 拚上全力拯救居民、保護摯愛家人……。

片長101分

[英] 

雙和藝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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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化人生 ─ 秦仲璋水彩畫展
 日期：10/05～10/20        地點：4F 雙和藝廊 

作者從事美術教育及藝術創作50餘年，鑽研兒童畫、素

描、水彩、水墨、設計等，不拘限題材，彼此融會貫通，趣

味無盡。其中水彩畫尤為輕靈，水意酣暢，色彩洗鍊，用筆

灑脫，骨骼筋脈經常流露出中國傳統水墨精神，在水彩畫界

中獨樹一格。本次展出作品對於提昇人心靈的純淨，以及美

化社會有相當程度的意義，歡迎參觀。

嗨！我不是在裝熟，就算不是這裡，我想你一定也見過這副面孔。

當你上班、玩耍的時候，我都默默在旁，陪伴左右。如果你還是不

知道，那只可惜，你沒發現我，一直躲在角落。歡迎拿起圖鑑，認

識一下我們這些在公園中的老朋友，一起敘敘舊 ！

很久沒看我了你 ─ 認識公園老朋友

你知道嗎？10月的第二週有個重要的日子，不，不是國慶日，但很

接近了！對，10月13日是「國際減災日」！儘管無法杜絕地震、颱

風的發生，但我們可以未雨綢繆、防範未然，還可以一起思考，要

如何利用這些現象的特性，與它們共存，讓生活過得更好。一起來

了解自然現象的成因，就再也不會在深夜戰戰兢兢、擔心受怕啦！

 日期：10/01～11/03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災」，免驚！
 日期：10/01～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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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藝文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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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新北市的本館，特別

舉辦「弦歌不輟─新北市教育影像與文物特展」，展出臺灣百

年教育史上珍貴文獻史料。回顧百餘年來新北市各區小學的發

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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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圖書醫院特展                         電話：(02)2926-6888 #4217 徐小姐

幀·本事特展

 日期：9/21 (六) 開展        地點：5F 特展室 

本館與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暨圖書館合作展覽

圖書館典藏，介紹中式圖書、日式圖書裝幀及西方書籍裝幀

的特色及工具。現今用於承載與傳佈知識的媒材發展出越來

越多不同的型態，影像的、聲音的、數位媒體的資料日漸增加，但此一趨勢迄今卻仍

未真正威脅到紙本圖書的製作、流通和保存，圖書館內的典藏也依舊以此種資料為大

宗。因此，圖書文獻修護工作已然成為重要的一門技術。在修護圖書之前，必先了解

圖書的基本結構及形式。透過本展覽將可發現不同圖書裝訂形式所展露的繽紛丰采。

 日期：10/17 (四) 3場次 (09:00、10:30、13:30)       

 地點：陽明山中山樓全樓（不含未開放廳室）（臺北市北投區陽明路二段15號） 

 報名資格：有興趣民眾，每時段限1團體預約報名(每團體人數不超過30人)，現場報

名人數每場次40人為限。      

 導覽內容：1樓中華文化堂定時輪播4種語言(閩南、客家、英語

及華語)導覽影片及每場次2種語言定時導覽（基本

每場次語言為華語，搭配第1場次閩南語，第2場次

客語，第3場次英語）。

 報名方式：團體請線上報名。(網址http://chungshanhall.ntl.edu.

tw/cht/index.php)

                 現場報名請於3場次開始前5-10分鐘前抵達中山樓。
◎ 請上網報名 ◎ 

花•現•時光 ─ 許乃勻書畫陶個展
 日期：10/23～11/03        地點：4F 雙和藝廊 

作者分別以繪畫、書法、陶藝 三種不同的表現形式，共

同述說生命的軌跡，尋找曾經感動的生活印記。

繪畫：融合具象意涵和抽象表徵，利用水拓法取其墨韻

流動，揉和東方意境和西方律動。書法：線條節奏如歌行

板，可獨立亦能將繪畫隱藏的部分完整起來，呈現有畫面的

書法。陶藝：以茶具創作為主，將人文思想關注其中手捏成

型。

活動方式：

1.拿取10月主題書展用紙，比對海報上的植物，寫出正確中文名稱。（俗名不

計）填寫姓名、聯絡電話後，投進2樓書展信箱。

2.若徵集到格式、名稱填寫正確的50名讀者，活動將提前截止，並公布答案。

3.前50名讀者將會以電話通知，請讀者到館領取小獎品--本館精美紙膠帶乙捲。

(領獎時段:11/8(五)前，星期二到星期五9:00-17:00)

漫畫可以是知識的橋樑，可以乘載著某種想法，也能撫慰、溫暖你的心房。歡迎大家

盡情推薦本館的漫畫，讓大家知道你怎麼看漫畫，你怎樣愛著漫畫！ 

下期徵稿：11月書展「漫『話』漫畫」！  徵稿日期：10/01～10/23

活動方式：

1.請拿取或於官網頁面下載11月書展用紙，填寫推薦文後投進3樓書展信箱，或寄

至本館電子信箱：benjammy210@mail.ntl.edu.tw。

2.請在150字內敘明推薦此本漫畫的理由，不採用「很好看」等非具體意見。

3.填答格式正確的前35名讀者，將會以電話通知，請讀者到館領取小獎品--本館精

美L夾乙個(領獎時段:11/8(五)前，星期二到星期五9:00-17:00)

4.將於11月書展刊登錄取讀者的漫畫推薦文，與推薦漫畫一同陳列，為期1個月。

 日期：10/05 (六) 18：30－22：00      

 地點：陽明山中山樓 三樓國宴廳（臺北市北投區陽明路二段15號）

打造一個繽紛、活潑、充滿熱力四射，屬於年輕人的中山樓

音樂舞會活動，達成古蹟活化與全民共享之目的。「借力使力」

行銷藉由臺北市文化局(白晝之夜)平台串連行銷推廣中山樓。展

現多元風格的文創場域空間，與百年世界非文化遺產【阿根廷探

戈】結合，藉由國際舞者，來臺藝術交流的機會，向國際參與者

宣傳獨特的中山樓人文特色。

中山樓秋季展演活動                                     電話：(02)2861-0565

【白晝之夜in中山樓、探源慶典】阿根廷探戈音樂舞會

可可夜總會 片長91分鐘

導賞人：黃英雄（臺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

墨西哥的鞋匠家族有個代代相傳的家訓，就是家族的

成員絕不能與音樂有任何關係，但天生音樂魂的男孩米高

難以抵擋音樂的魅力，時常躲在家中閣樓練習，更無師自

通了一身不得了的吉他技巧。直到亡靈節當天米高誤闖

「夜總會」，並遇到已故的祖先，才發現他的家庭有段不

為人知的過去。

※ B1演藝廳座位計有500席，放映前30分鐘開放入座，視障者優先入場，
額滿為止※

● 時間：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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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蛋男情人                                113分鐘 

 時間：10/15 (二) 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108年「聲歷其境」口述影展           電話：(02)2926-6888 #2113 臧小姐

 參加對象：視障者優先入場，並歡迎樂齡族群及有興趣的民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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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樓臺灣文化日                                        電話：(02)2861-6391

臺灣文化日：歡迎Everybody一起．逗陣．共下(kiung ha)
來去中山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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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曉菁（政大附中教師、曾獲全國高中職組 super 教師獎）

讀越多，便寫得越好？話說得流暢，卻無法寫得清楚？苦無

靈感？無從下筆？心有所感？但詞不達意？為賦新辭強說愁，辭

溢乎情？邏輯矛盾，文字冗贅？ 

本講座由本書作者分享，檢驗你的寫作體質，掌握階梯式技巧，讓語文力成為你

的競爭力。從字、詞、句到段落，進化你的寫作體質，從邏輯思辨到具象溝通，練就

讓文字活起來的表達力，解決你我面對作文的無力困境！

 《階梯寫作：微書寫時代的邏輯、思辨與作文力：楊曉菁

    老師的18堂寫作必修課
 時間：10/27 (日) 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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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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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訪巷弄裡的家鄉：臺北印尼街

印尼文化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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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廣冀（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助理教授）

地理學不只是門有很有趣的學問，它也意味著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地理學或許不能指

引你找到人生的方向，但它或許可以幫助各位在這茫茫塵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什麼是地理學？地理學什麼？
 時間：10/12 (六) 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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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在弘（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地圖所傳達的資訊，是否有可能透過製圖者的主觀想法，導致地圖隱含的視角可能誤

導我們所理解的現象?看似客觀的地圖，其實有可能會造成我們對於理解地理現象的

誤導與扭曲。

有圖有真相? 談現代公民的地圖素養
 時間：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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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10/19 (六) 10：00－12：00   

 地點：臺北車站附近印尼街  (10：00於捷運北門站2號出口處集合)  

 參加對象：一般民眾15人 / 備取5人

屈秀芳 (巷弄裡的家鄉—文化導覽講師)

印尼皮影戲DIY--文化認識，以及皮影戲實作

 時間：10/19 (六) 14：0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參加對象：一般民眾20人 / 備取5人

謝世軒 (南洋台灣姐妹會北部辦公室主任)

印尼廚房初體驗 (斑斕糯米丸子) (印尼辣鳳梨)

 時間：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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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芳 (南洋台灣姊妹會東南亞多元文化講師)

電影欣賞：黛比的幸福生活 印尼語發音中文字幕 / 88分鐘 /

 時間：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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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鴻瑜（政治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

本書從越南的史前時代一直寫到當代，以歷代王朝興滅為主

軸，詳述每個朝代重要的內政和外交政策，以期讓讀者了解越南

王朝的更迭。近現代史上，越南人受盡戰爭帶來的苦難，亦為本

書敘述的重點。

透過通史的呈現方式，完完整整、有系統地解析越南歷史的複雜性。本講座由本

書作者陳鴻瑜教授分享，提供讀者對新南向之多元面向參考。

《越南史：史記概要》
 時間：10/30 (三) 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10/02（三）△ 未來是這樣嗎？不一定喔！ / 兔子 阿姨         

                     ▽ 貓魚 / 鳳梨阿姨

 10/09（三）△ 就快了 / 麗貞 阿姨                      

                     ▽ 打嗝打不停 / 蘋果 阿姨

 10/16（三）△ 真的假的？ / 梅子 阿姨           

                     ▽ 71隻小羊踢足球 / 圈圈 阿姨

 10/23（三）△ 20節火車找20隻青蛙 / 櫻桃 阿姨                  

                     ▽ 世界第一的帽子 / 梅德林魔法師

 10/30（三）△ 冰箱有隻長毛象 / 楚萍 阿姨                  

                     ▽ 我是藝術家 / 繼英 阿姨

蜘蛛人：新宇宙                                       片長117分鐘

 日期：10/05（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由【樂高玩電影】系列與【龍虎少年隊】的靈魂人物菲

爾洛德及克里斯米勒聯手製作，帶來這部風格獨特、充滿視

野的【蜘蛛人：新宇宙】！故事以成長在布魯克林區的青少

年邁爾斯莫拉里斯為主角，將帶來前所未見的蜘蛛人宇宙，

且這次蜘蛛人英雄將不只一位。多重宇宙的故事設定，原創

而前衛的影像突破，讓這部動畫更加獨樹一格。影片不僅全

球口碑沸騰，更榮獲金球獎、英國影藝學院獎、安妮獎最佳

動畫大獎，堪稱是年度不容錯過的電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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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好朋友】
 日期：10/01～10/31      地點：2F 親子資料中心 

豬先生想和小蟲當好朋友、一起騎協力車，他們能夠克服體型差異的問題嗎？想

和野狼大哥一起玩球的狸貓，能不能打敗內心的恐懼、發現好朋友的優點？即將搬家

的刺蝟小姐，很想把最好的朋友--食蟻獸一起打包去新家，她們的友誼還能繼續嗎？

面對各種不同的超級好朋友，有甚麼有趣的故事會發生呢？本月親子資料中心以友情

為主題，挑選一系列繪本好書，歡迎親子一起到館賞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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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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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龍幫幫忙》系列 ─ 故事戲劇時間

 日期：10/19（六）11：00－12：00     

 地點： 視障資料中心B1研習教室

 故事帶領者：本館第一組閱讀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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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本童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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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米小鳥奇遇記 ─ 第一季 第2集                 片長65分鐘

 日期：10/19（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溫馨有趣的「迪米小鳥奇遇記」第2集又來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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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起步走 — 嬰幼兒父母學習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

愛在共讀中蔓延

 時間：10/06 (日) 10：00－12：00 / 適家有0-3歲幼兒家長  

 地點：B1 樂學室

陳姣伶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幼保系副教授、曾任：台灣閱讀協會理事)

 時間：10/27 (日) 10：00－12：00 / 適家有0-5歲嬰幼兒家長  

 地點：B1 樂學室

陳宥達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家醫科醫師、台灣展臂閱讀協會創辦人)

給孩子腦部發展最好的預防針 ─ 親子共讀

  小心肝變大暴龍
 時間：10/25 (五) 09：30－17：00    地點：1F 簡報室 

家庭教育講座                               電話：(02)2926-6888 #3517 黃小姐

柯書林（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社區心理諮商門診臨床心理師 (北投區)）

有一種爸媽的焦慮叫「青春期」！孩子會變壞，背後都有個

WHY！教養推背圖，一次看懂親子關係！案例實務討論！

右手撰寫嚴謹的學術論文；左手創作精彩的小說、散文。一開口就把人帶進故事魅力

裡的王瓊玲，擔任本館2019年首位特聘的「駐館作家」。

三十六彎七十二拐的藝文路—從小說創作到戲劇改編、欣賞
 時間：10/06 (日) 14：00－16：10    地點：4F 4045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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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增加競爭力，開創美好人生 

 時間：10/26 (六) 14：00－17：00    地點：1F 臺灣藝文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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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安儀（媒體人、親子作家、親職教育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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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時間：每週三下午14:00－17:00。  上課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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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意事項：(1) 參加前請先申辦本館借閱證。(2) 可自備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與

行動網路 ( 館內提供免費無線網路，但人多時可能影響連線速度 )。

10/02 臺灣學研究資源探索                 10/09 法律知識一把罩，新聞查找真容易 

10/16 語言學習無障礙，能力升級e起來 10/23 影音資源真精采，藝術饗宴e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