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身學習研習班第46期招生

BONJOUR．法國
2010寒假閱讀節活動
■時間：1/21～2/27

12：00

14：00
-

1/19（二）14：00-15：00
張又然、冉綾珮
1/21（四）14：00-15：00
親子講座時間
1/27（三）14：00-15：00
貝果、冉綾珮
2/05（五）10：00-11：00
張又然、張瓊文

10：00

16：00

19：00
-

■
■
■
■
■

■

■

作家導覽

■

■

參與民眾至本藝廊索取8開圖畫紙或自行送
件至本藝廊投入畫筒，收件時間1/5-20日；
1/25將取20件作品張貼於塗ㄚ牆上，並贈禮
品（將電話通知領獎）。

日期
時間

21：00

星期二
3/2～6/15

星期三
3/3～6/23

古典押花藝術
王玉鳴
名額24人

古箏（16弦箏）
魏德棟
名額20人

躬能瑜珈
李郁清
名額18人

國畫彩墨
陳 輝
名額24人

彼拉提斯
褚 文
名額18人

音樂賞析
熊思音
名額50 人

成人電腦
（進階班）
王祥安
名額18人

芳香療法DIY
何品誼
名額24人

國畫花鳥A
蔡麗雲
名額24人

意象素描
王陞
名額24人

成人電腦
（基礎班）
林建合
名額18人

書法A
吳啟禎
名額24人

古箏（21弦箏）
魏德棟
名額20人

星期四
3/4～6/17

水彩
周榮源
名額24人

星期五
3/5～6/18

創意繪畫
張宏彬
名額24人

書法B
郭旻龍
名額24人

素描粉彩
歐紹合
名額24人

攝影園地
周鶴輝
名額24人

國畫山水
盧錫炯
名額24人

塑身瑜珈
李郁清
名額18人

國畫花鳥B
熊宜中
名額24人

塑身彼拉提斯
褚 文
名額18人

星期六
3/6～6/19

寒假閱讀學習護照
■領取地點：本館親子資料中心1樓服務臺
■凡完成學習護照小朋友，請至本館親子資料中心
蓋章，可獲頒1張「閱讀證書」，並參加「兒童
閱讀集點活動」2點。
■1/27～2/1台北國際書展期間，帶著護
照和書展票根到臺北世貿展覽館三館
（童書館）活動區服務臺兌換精美紀
念品1份！（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BONJOUR．法國」童書及文化資源展
■時間：1/21～2/27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F

「BONJOUR．法國」~閱動法國故事
1.「米芽米咕」故事時間
■時間：2/6（六）15：00-16：00l ■地點：B1 樂學室
■「說故事集點活動」1點
2.經典法國動畫影片欣賞
■時間：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兒童閱讀集點活動」1點
1/26（二）大雨大雨一直下
1/29（五）佳麗村三姊妹
1/30（六）男孩變成熊（護）
2/02（二）嘰哩咕與女巫
2/04（四）嘰哩咕與野獸
2/05（五）米芽米咕人
2/06（六）法國瘋影動畫工作室：
短片PART1（護）

2/09（二）將軍與忠狗
2/11（四）太陽公主
2/12（五）一千零二夜
2/19（五）維京海盜
2/20（六）法國瘋影動畫工作室：
短片PART2（護）

故 事 童 樂 會 說故事時間

繪 本 童 書 園 說故事時間

由閱覽組故事媽媽志工團隊主講
主題：法國
時間：第1場15：00-15：30
第2場15：3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對象：學齡前兒童及家長
自由參加

時間：15：0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對象：4-8歲兒童及家長
自由參加
1/02（六）
1/16（六）
1/23（六）

1/06（三）溫麗貞、曹玉玲

麥可爺爺說故事

1/13（三）林麗容、莊淑珍

主題：《小兔與小猴的壞習慣》
時間：1/24（日）14：30-15：30
地點：B1 樂學室

1/20（三）張慧民、曾琬妤
1/27（三）張慧民、洪素娥

Family Outings

塗ㄚ牆作品徵件活動

1/09（六）10：30-12：00圖畫書創作對談
主持人/張淑瓊，
作家/張又然、貝果、張瓊文、冉綾珮
1/20（三）14：00-16：00張瓊文教學
色鉛筆畫畫-畫虎迎新年
（須事先報名，請洽親子資料中心）
1/23（六）14：00-16：00張又然講座
從繪本創作談生態關懷
1/31（日）14：00-16：00貝果、冉綾珮講座
我的繪本創作之路貝果在森林裡散步＆綾珮畫畫點滴

樓層介紹及開放時間

■對象：國小學童

親子活動

親子講座

張又然、貝果、張瓊文、冉綾珮 圖畫書原畫及手稿創作聯展

本館今年將以「閱讀藝術年」為閱讀活動主
軸，在虎年新春之際及寒假期間，為讓大朋友及
小朋友共度一個融合知性與感性、生活與藝術的
假期，特於（1月5日至2月25日）邀請四位知名
繪本作家舉辦「童話調色盤—張又然、貝果、張
瓊文、冉綾珮圖畫書原畫及手稿創作聯展」，同
時辦理四場繪本講座、畫家導覽及「童話調色盤
塗ㄚ牆徵件活動」，歡迎大家攜手前來，一起沉
醉在在繪本圖畫書的美妙世界裡。

■地點：4F 雙和藝廊

前往二樓電腦教室請館員協助)。網路報名逾期但仍有剩餘名額，則
將資格給予現場報名(6樓推廣組)。
2.每人限報名3班別（【委託人】應繳驗身分證件或健保卡等影本(瑜珈
及彼拉提斯課程每人限報名1班)，並填報名表；手續不完整者不予受
理，經報名後恕不退費【未開班者例外】。）
■繳費方式：
1. 報名正取者（請自行網路檢視），請於1月19日至21日上班時間至六
樓推廣組繳費(逾期視同放棄)；可委託他人代繳報名表及費用，並繳
驗身分證件或健保卡等影本。
2. 若無法親自前來繳費者，可於上開繳費期間利用匯款轉帳方式匯至
第一商業銀行古亭分行（007）帳號：17130058991國立中央圖書館臺
灣分館401專戶，繳費完成後，請將繳費單據影本以E-mail或傳真方
式回傳至承辦人黃先生，俾利進行確認。(Email:guojeng@mail.ntl.
edu.tw，傳真：29261087)。
3. 凡正取名額棄權者依次由備取名額遞補，請於1月26-28日到館或轉帳
繳費（上午9時至12時，下午1時30分至5時）。
■退費手續：
未達開班人數本館將另行電話通知，請持臨時收據於三週內辦理退費。

研習班招生

童話調色盤

■時間：1/5～2/25

1.1月12日上午10時至1月15日24時請至本館網頁報名(取消網路報名請於
1月16日前)，無法使用電腦網路報名者，可於1月12日上午報名期間

▼ ▼ ▼ ▼

■報名方式：

▼ ▼ ▼

■授課時數：16週，每週上課一次（2小時）。
■費用：每人每班新台幣2,000元，材料費上課時另繳。

交通方式

每週一及國定假日休館

主題書展

【福虎生豐】新春系列活動
■時間：1/30（六）14:00-17:00

■地點：B1 文化走廊

書法名師揮毫贈春聯

新視波第3頻道規劃為公用頻道，只要符合公益性、藝文性的節目都可以申
請播出。與民眾進行互動遊戲，讓更多人了解公益頻道的設置目的。

與您結扇緣

■時間：每週日14:00起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環保教育從小紮根，通過趣味闖關遊戲，不僅可以增加環保常識，還可以
獲得精美獎品喔！

稅務達人趣味遊戲
由中和稽徵所進行有獎問答，考驗您的稅務常識，把豐富獎品通帶回家！

■時間：1/16（六）10:00-12:00
1/03（日）藍色情挑
藉由一場死亡車禍和女主角翻轉的人生，試著透析生命與機緣的奧妙／片長 98 分(輔)

1/10（日）巴黎我愛你
20個發生在巴黎的愛情故事，交織成一部扣人心弦的電影／片長115分(護)

1/17（日）讓愛飛翔
母親永無止境的思念，就從子女展翅的那一刻開始…／片長116分(普)

1/24（日）凡爾賽拜金女
根據法國最美麗的皇后，第一代時尚女王瑪莉安東尼的一生改編拍攝／片長122分(護)

1/31（日）狐狸與我

犯罪防治有獎問答
由中和分局進行有獎問答，許多豐富獎品，全部讓您帶回家！

瑞虎迎新‧好書交換
■收書時間：1/19～1/29
(週一休館，星期二至星期日13:30-16:30；17:30-20:30)
■收書地點：3F 服務櫃台
■換書時間：1/30（六）14:00-17:00
■換書地點：B1 樂學室
■收書原則：1.書籍需有版權註記。
2. 圖書封面及內頁須清潔完好，無破損、污損或塗鴉情形者。
3. 電腦書籍須最近 5 年內出版者。
4. 教科書、升學參考書、各類宣傳品、佛堂經書、小冊子、
舊書商或出租書店汰舊書籍、各機關學校藏書或報銷資料、
雜誌、視聽資料及本館所贈閱圖書或認定不宜者，均不列
入受理範圍。
5. 民眾所提供交換之圖書資料，由本館統籌處理。
■換書方式：1.民眾於收書時間，將欲交換的圖書送至收書地點（恕不受
理郵寄），一本圖書可納計一點，由本館核計後發給「好
書計點卡」，每人換書冊數以20冊為上限。
2. 換書當天，民眾憑「好書計點卡」至換書地點換取喜歡的
書籍。「好書計點卡」限活動當日換書用，請自行妥慎保管，
以憑換書，如有遺失恕不補發。
3. 為響應環保，換書當日，請民眾自備書袋裝書。

虎年特展

主題影展

虎文化－福虎生風

青春‧少年

■時間：1/6～3/31
■地點：1F大廳及臺灣歷史走廊

■時間：每週四14:00起

迎接2010歲次庚寅新年，由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圖書館及世界
宗教博物館合作推出《虎文化－福
虎生風》特展，包含值年生肖的
「虎」，從動物學、成語、民俗及
歷史典故的角度來認識傳統「虎」
文化，並展出以虎為造型的傳統藝
術圖像，如虎爺、春聯、剪紙、年
畫、童玩，甚至是Q版的卡通虎等，
以迎接新年的到來，呈現歡喜開春
的祝福。「臺灣歷史走廊」展出不
同民族及宗教信仰的人們如何迎接
新年的專題展，歡迎蒞臨參觀。

■地點：1F 簡報室

1/07（四）青檸檬的時節
有些情感只有在年少輕狂時才會經歷，五位日本高中生之間的成長故事／片長115分(普)

1/14（四）我們一定贏
根據丹麥的教育事件改編：打敗鐵腕校長，不要被人瞧不起！／片長106分(普)

1/21（四）街頭日記
改編自美國加州威爾森高中203班學生的真實故事，麻辣鮮師美國版／片長123分(輔)

1/28（四）歸鄉
失去父愛的2名俄羅斯男孩，再度重聚後父子三人一趟未知的荒島之旅／片長106分(普)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出生於高雄的平路，畢業於台灣大學心理系，美國愛荷
華大學碩士。曾任中時晚報副刊主編、中國時報主筆，關心
面向及於社會、文化、性別等議題，並在台灣大學新聞研究
所與台北藝術大學藝術管理研究所任教。2003-2009年任職香
港光華文化新聞中心主任。喜歡寫作，著有多本長篇小說、
短篇小說集、評論集、散文集等。這次平路要和大家分享如
何在創作中得到快樂，其實創作的快樂就在心與腦之間！

臺灣學系列講座

改編自文學經典「小王子，講述一個10歲小女孩與一隻小狐狸的情誼／片長 92 分(普)

Film Appreciation

環保小勇士闖關活動

■主講人：平路（作家）

■地點：1F 簡報室

Lecture

今年開卷好書獎．圖書館聯展分為五大主題，分別為：
（一）十大好書‧中文創作：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燭光
盛宴等計6本圖書；（二）十大好書‧翻譯：慾望之石：權
力．謊言．愛情交織的鑽石夢、我們的身體裡有一條魚、娥
摩拉：罪惡之城等計10本圖書；（三）最佳童書：企鵝的故
事、小火龍棒球隊等計6本圖書；（四）最佳青少年圖書：
老師，水缸破了、威樂比這一家等計4本圖書；（五）美好
生活書獎：愛與幸福的動物園、11元的鐵道旅行、低碳生活
的的24堂課、爸爸，我們去那裡等計9本圖書。歡迎有興趣
的民眾，前往參觀！

Exhibition

免費提供日本扇DIY材料，讓民眾自己設計一支獨一無二又充滿年味的扇
子。

■時間：1/12～2/21

創作的快樂在心與腦之間

講座

屬於你我的公用頻道

遇見‧法國

展覽

攤位現場播放高畫質數位電視節目供民眾免費欣賞，新視波收視戶憑收據
可現場領取糖果一包。

新春系列活動

數位雙b 好禮放送

2009開卷好書獎．圖書館聯展

終身學習系列講座

影片欣賞

邀請書畫名家，為民眾免費書寫春聯。

假日影展

臺灣學術探險
■主講人：楊南郡（南島文化工作室負責人）
■時間：1/9（六）10:00-12:00

■地點：B1 樂學室

日治初期，學術研究者的探險事蹟與學術上的成果，
奠定了今日有關臺灣本土人文與自然科學研究的基礎。學術
探險期的人物曾經活躍於臺灣山區，他們披荊斬棘的血汗成
就，是否已經被現在的人們接納並充分利用了？
報名方式：
■網路報名：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本館網站(一般民眾)
■電話報名：02-29266888分機4219
■電子郵件報名：lot_ntl @mail.ntl.edu.tw

與作家有約

《深根與翅膀－寫給孩子的工作日記》蔡穎卿
■主講人：蔡穎卿＆洪蘭共同與談
■時間：1/10（日）14：00-16：00

著，時報出版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報名請電（02）2304-7103時報出版客服專線或上時報悅讀網www.readingtimes.com.tw
蔡穎卿從「工作」的角度切入，與父母分
享如何從小在生活中，建立孩子對「工作」的
理念與認知，進而養成解決人生中各種問題的
能力。例如：她從來不曾把「讀書」當成一種
特別的活動，而總是統稱為「工作」；她會把
做功課的方法與工作的習慣相提並論；把整理
一個髒亂的廚房用來比喻釐清一門功課困境的
要領，希望孩子能舉一反三，同時雙向學習，
去解決生活中實際的障礙和學業上難解的習題，未來當孩子真正進入職場、走向獨立
人生，也能真切感受到工作的價值與快樂，在用心的勞動中，體嘗生命的甘美與充
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