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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6 - 97.08）
6.1

與臺北電影基金會於 1 樓簡報室
共同舉辦「第十屆台北電影節」
講座。

6.5
6.6

6.2

黃館長前往國中圖出席「中華民
國圖書館學會公共圖書館委員
會」第一次委員會議。
永平國小 6 年級師生 72 人來館參
觀。

舉辦本館 97 年度自強活動，由黃
館長率館員及家屬一行 86 人，前
往勝興車站、綠葉方舟等地旅遊。
6.11  林德福立委蒞臨參加本館後方造
景水池協調會暨進行現地會勘。
 錦和國小師生分三梯次共 98 人到
館參觀。
6.14
辦理第 21 場「臺灣學系列講
座」
，由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中心副
主任劉克襄先生主講「十九世紀
的臺灣自然誌」
。

6.3

雙和藝廊舉辦「筆歌墨舞—陳輝
師生彩墨展」
（6.3~15）
。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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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和藝廊舉辦「T94 五人聯展」
（6.18~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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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國小 5 年級師生一行 40 人來
館參觀。
6.20  97 年度教育部事務檢核實地訪查。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一行
14 人來館參觀。
 派編輯余慧賢、研究助理謝明如
參加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臺灣客家
文化中心籌備處召開之「國內公
營機關六堆文獻收藏調查計畫」
工作會議。
6.21  舉辦終身學習系列講座，邀請江
愛華教授與鄭舜成先生主講「臺
灣歌謠與臺灣文化」
。

7.2

6.19

雙和藝廊舉辦「現代水墨創作畫
展」
（7.2~13）
。

7.5  六樓臺灣學研究中心舉辦「臺灣
設計的歷史顯影：日治時期館藏
臺美術類書展」
（7.5~8.31）
，1 樓
大廳同步配合展出（7.22~9.28）
。

6.24

6.25

6.26
7.1

 親子資料中心辦理「與作家有
約：杜銘章—聽蛇、講蛇、看
蛇」
。
 協助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於本
館視障資料中心辦理「弱視輔具
應用班」電腦教育訓練課程
（6.24～6.26）
。
 永和國小 3 年級師生及中和國小
師生共一行 75 人來館參觀。
 黃館長出席北市圖「97 年第 1 次
館務發展顧問會議」
。
 錦和國小 2 年級師生一行 36 人來
館參觀。
永平國小 3 年級師生一行 39 人來
館參觀。
協助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於本
館視障資料中心辦理「Daisy 有
聲書應用班」電腦教育訓練課程
（7.1～7.3）

 辦理 2008 暑期「閱讀風.夏日
情」閱讀推廣活動，第一場邀請
《黃金人生的入場券》主編孟繁
珍女士到館與讀者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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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第 22 場「臺灣學系列講
座」
，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視覺設
計系姚村雄教授主講「從百年來
的海報發展看臺灣的設計風格」
。
7.8
配合教育部補助本館辦理「96 年
結合民間資源推動台灣本土教育
終身學習計畫」之「遨遊台灣文
史采風：Fun 輕鬆親子共學營」
（7.8～8.1）
。
7.9.
視障資料中心辦理 2 梯次 8 場次
之「水晶串珠研習班」視障服務
推 廣 活 動 （ 7.9 、 7.16 、 7.23 、
7.30、8.6、8.13、8.20、8.27）
。

7.16

雙和藝廊舉辦「黎穗萍：水彩大
地」
（7.16～30）
。

7.17

舉辦一場由 遠流智慧藏公司張佩
琦小姐主講「臺灣文獻網路資源
檢索利用教育課程」
。
辦理 2008 暑期「閱讀風.夏日
情」閱讀推廣活動，第二場邀請
《阿甘的美國大冒險》作家阿甘
到館與讀者對談。
舉辦終身學習系列講座，邀請消
費者文教基金會創辦人柴松林教
授主講「賺錢與花錢的新哲學」
。

7.19

7.10
7.11
7.14
7.15

美國國會圖書館王季新先生來館
參觀臺灣圖書醫院，並於 7 月 22
日至 8 月 7 日留館研習古籍修護。
復興國小師生一行 20 人來館參
觀。
召開本館第 71 次館務會報。
於 2 樓新書展示區，辦理「海天
遊踨」主題書展（7.15～8.17）
。

7.20

7.22  每週二至週五於親子資料中心辦理
暑假閱讀「瘋」活動（7.22~8.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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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於本
館視障資料中心辦理「資料備份
與安全防護應用班」電腦教育訓
練課程，共計 12 名視障者參加
（7.22～24）
。
7.26
辦理第 23 場「臺灣學系列講
座」
，由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
究所林鋒雄所長主講「臺灣民間
戲曲發展與規律」
。

8.4  黃館長前往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參加第 19 次部屬機構首長會議。
 辦理「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97 年
圖書資訊學基礎研習班」，共有
33 位學員參加（8.4~8.15）
。

於 3 樓主題書展示區辦理「北
京．奧運．體育」主題書展
（8.8~8.31）
。
8.9  辦理本館館慶系列活動，包括
「黑暗體驗營」、「找碴高手」、
「塗鴉我最行」、「閱讀風．夏日
情」、「樂來樂美麗」、「戲說臺
灣：夏日電影院」、「館員親子
日」及「紀念品首賣會」等活
動，熱鬧非凡。
8.8

7.30  研考會蒞館本館參觀政府出版品
管理狀況。
 舉辦「臺灣文獻網路資源檢索利
用教育課程」
，由漢珍公司徐淑娟
主任主講。
8.1
雙和藝廊舉辦「江清淵—風旅臺
灣」
（8.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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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8.19~31）
。

 辦理 2008 暑期「閱讀風.夏日
情」閱讀推廣活動，邀請《好習
慣成就孩子的大未來》作家陳膺
宇到館與讀者對談。
8.13
舉辦「臺灣文獻網路資源檢索利
用教育課程」
，由九如江記圖書公
司江憲助經理主講。
8.15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圖書資訊
學基礎研習班」學員一行 20 人參
觀本館。
8.16
舉辦終身學習系列講座，邀請溫
世仁文教基金會特聘專家蘇蘭老
師主講「廣義的閱讀：以閱讀電
影為例」
。

8.19

舉辦「臺灣文獻網路資源檢索利
用教育課程」
，由法源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陳思誠先生主講。
8.23  辦理第 24 場「臺灣學系列講
座」
，由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商業
設計系林品章教授主講「日治時
期設計相關活動」
。
8.20

 辦理 2008 暑期「閱讀風.夏日
情」閱讀推廣活動，邀請《行
動，使人生改觀》作家鄭石岩到
館與讀者對談。
8.25  辦理本館 97 年度第二次消防演
習。
 召開本館第 72 次館務會報。
8.28
國立教育資料館同仁一行 15 人來
館參訪。

雙和藝廊舉辦「蕭建軍八十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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