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畫奇美--余綵榛押花藝術展

臺灣日記特展

■時間：5/1～5/13

■時間：5/4～7/4
■地點：1F 臺灣歷史走廊

■地點：4F 雙和藝廊
當您看到路邊的野花、小草，您會做什麼？

采，留下它最真的神韻！植物在不同的季節與光
線中，呈現出風姿綽約之美，在我生命中栽植下
無限的讚嘆！它深深地迷戀著我、感動著我，希

森林

望將它擁入畫中，因此創作成為了無限的期待，
期待那不可預知的美。給自己多些觸角在思緒中激盪，盡情揮灑內心底層的
那份震撼與感動。讓花草肆意地在畫布上跳躍、舞動！一切都在「押花」中
歡然甦醒，再次奔赴另一場繁複的生命盛會，歡迎您的蒞臨欣賞。

長遠畫藝學會會員聯展
■時間：5/15～5/30
■地點：4F 雙和藝廊
藝術是模仿自然的各種現象，而真實的藝
術是經由實物的啟發，以感覺為基礎，始能創
造屬於自我的藝術風格，「與山川神遇而迹
化」，長遠畫藝學會以拓荒者的精神在觀察自
然與表現自然的長期經營，已使作品深具內
涵，充滿勃勃生命力。然藝術的追尋是生命的
歷險，面對自然，我們依然渺小，這美的探索

堂、楊水心、林癡仙、張麗
俊、高慈美、林玉雕、黃旺
成、黃繼圖等12位記主的日
記。他們分別來自臺灣社會的
各個階層，並且經歷了日治時
期與戰後兩個時代，日記的內
容除了可以讓讀者理解記主的
個人生涯之外，也呈現出臺灣
社會的多元與多彩，更提供了
臺灣史研究重要的素材。本次
也展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
究所建置的「臺灣日記知識
庫」，整合日記內容和註解，
以分層類目呈現，並提供全文
檢索和時間序列瀏覽。歡迎有
興趣的讀者前往參觀利用。

歷程是階段的呈現，道路長遠，尚祈方家先
進，本於品鑑之精微、不吝批評指教、鼓勵提
攜、感激已耶！

專題講座

百年山城‧風華再現
─黃金博物園區特展
■時間：4/9～7/4
■地點：1樓 大廳
臺北縣立黃金博物館位於臺灣東北部金瓜
石地區，是國內首座以生態博物館為理念所打
造而成的博物園區，擁有豐富的歷史人文與自
然資產，這次由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與臺
北縣立黃金博物館合作推出「百年山城‧風華
再現─黃金博物園區」特展，帶領大家穿越百
年時空，傾聽這座沉默的山丘如何娓娓道出她
輝煌的過去和展望的未來，再次見證黃金山城
的美麗與哀愁。

大溪老街

日記與臺灣史研究
■主講人：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任所長)
■時 間：5/22（六）10：00-12：00
■地 點：4F 4045教室

終身學習系列講座

臺灣近代文明‧文化的源流
～談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文化

為何害怕電磁波？

樓層介紹及開放時間

■主講人：林基興（行政院科技顧問組研究員）

■主講人：林呈蓉（淡江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所長）
■時間：5/8（六）10：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探討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

■時間：5/22（六）10：00-12：00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許多人害怕電磁波，高壓電塔或手機基地台讓
人抓狂，微波爐也成禍原。民眾的抗爭，不但傷害

的社會文化，其所牽涉的層面

自己（「積憂成疾」和造成社會對立），也妨礙經

相當廣泛，甚至經常會陷入

濟發展和通訊需求。民眾恐慌的原因是受到媒體和

「世相史」或「生活史」等無

一些環保人士的誤導，畢竟，「電磁波的健康效

遠弗屆的盲點中。因此，我們

應」需要花些時間「正確地瞭解」。科學家有責任
普及知識和保護大眾健康、社會進步。

試從「文明」、「文化」與
「近代國家」的關係開始，透

講座

憶；而現在，我更想抓住的是--花草最美的風

臺灣日記特展

展覽

從前，將它夾在書本裡，這是屬於我們共同的回

本館將於5月4日至7月4日，在一樓臺灣歷史走廊舉辦「臺灣日記特展」。本
次展覽由本館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合辦，配合展覽於5月22日（六）上午
十點，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許雪姬所長進行專題演講「日記與臺灣史研
究」。
此次展覽將展示吳鴻麒、
簡吉、林紀堂、陳 、林獻

臺灣學系列講座

位在屏東的飛行第八聯隊

■自由參加，公務人員可登錄終身學習護照 http://lifelonglearn.cpa.gov.tw

過大眾文化的機制，介紹近代國家如何在潛移默化過程中對國民展開一連串知性的
訓練，進而建構出民眾對國家的「意識」與「認同」。這次將以現今在臺灣人日常
生活中仍習以為常的幾項文化活動（包括溫泉泡湯、體操、廣播、棒球、模型飛機
等），從被引進臺灣社會的過程、與背後當局推廣的施策動機，以及日後對臺灣社
會產生何種實質影響等幾個面向，做一系統性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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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菜養生輕圖典》＆《水果養生輕圖典》
歐陽英 著，天下文化出版
■主講人：歐陽英
■時間：5/8（六）14：00-16：00

閱讀藝術年系列活動

■地點：B1 樂學室
本書收錄歐陽英近三十年來食

以行動關愛社會～
「臺藝弦樂四重奏」
慈善推廣音樂會系列

療經驗的精華，並依照療效分類整

■表演者：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時間：5/15（六）14：00-15：00
■地點：B2 湘雲庭
自由參加

常見水果活用祕笈；124道水果養生保健食譜，告訴你──如何在對的季節，吃

靈感墨西哥～鋼琴演奏會
■表演者：Altamirano 阿爾塔米拉諾
■時間：5/13（四）19：00-21：00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由國際知名的墨西哥青年鋼琴家何塞˙路伊斯˙阿爾塔米拉諾演奏，他
的音樂創作獲得來自傑出企業主、政府高層與國際媒體的讚賞與獎章。
本次特別與墨西哥商務簽證文件暨文化辦事處合作，舉辦墨西哥大師級
的演奏會，讓大眾不僅有機會享受大師作為創作者、編曲家及鋼琴師的
才華，同時也認識過往與現今的優美墨西哥音樂。
■18：30開放入場，座位有限，請提早入場，為維護表演環境品質，
19：15後禁止入場。

理，讓你針對症狀，找到合適的蔬
果食譜，輕鬆擁有健康。61種常見
蔬菜健康力大分析，155道養生保健蔬菜食譜，42種
對蔬菜？如何正確料理蔬果，讓身體可以吸收營養，而非扼殺營養.
■自由參加，公務人員可登錄終身學習護照 http://lifelonglearn.cpa.gov.tw

交通方式

民主法治素養系列講座

條條大路有道理
－透過思考瞭解權威
■主講人：高全國律師
（法治教育向下紮根中心種子講師）
■時間：5/8（六）10：00-12：00
■地點：B1 樂學室

無敵鐵金剛
■主講人：楊進銘律師
（法治教育向下紮根中心種子講師）
■時間：5/22（六）10：00-12：00
■地點：B1 樂學室

■自由參加，公務人員及教師可登錄終身學習護照 http://lifelonglearn.cpa.gov.tw；http://inservice.edu.tw/

每週一及國定假日休館

主題電影院

孝親家庭月系列活動１

《親親我的家人》系列影展
■時間：週四14：00起
■地點：1F 簡報室
5/06（四）那山那人那狗…片長93分（普）
即將退休的郵差老爸帶著忠狗，陪兒子走一趟送信之旅。
5/13（四）喜福會…片長131分（護）
四個移居美國的中國女人及其在美國土生土長女兒的故事。
5/20（四）有你真好…片長80分（普）
你，有多久不曾看看爺爺、奶奶、外公、外婆了？
5/27（四）微笑馬戲團…片長91分（普）
一個單親母親以及她十歲的小孩的動人故事。

▼ ▼

孝親家庭月系列活動３

時間：5/1～5/16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F
請向親子資料中心索取畫紙，5月17日
以前將完成的彩色畫作交至親子櫃檯，
即可獲贈活動點數2點。

老 爹 老 媽 萬 歲 祈福卡 孝親家庭月系列活動４

孝親家庭月系列活動２

小手牽大手
■時間：5/4～5/30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教育部自99年度起，將每年5月訂定為「孝親家庭
月」，並倡導「父母慈、子女孝」的孝道思維；為此
本館以親情散文、溫馨小說、短文形式等內容，展出
《目送》、《親情靠站列車》、《爸爸教我的事》、
《生命の障礙：一公升の眼淚母親潮香的手記》、
《真愛奇蹟》、《燈燈亮了：我的女兒妞妞》、《愛
爸媽宣言：可以為父母做的66件事》、《別讓愛遲
到》、《心靈雞湯：永恆的親情》等書，希望達到家
庭有愛、孝道永傳，進而營造祥和社會。

活動期間請向親子資料中心索取祈福卡，
寫出心中對爸爸媽媽的祝福，交至親子
櫃檯，即可獲贈活動點數1點。

角 落 遇 到 書 說故事時間

時間：雙週五15：0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對象：4-8歲兒童及家長，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日期：
5/14（五）誰是大明星 / 傅惠敏、曾琬妤、洪秀鳳
5/28（五）豬爸爸賺力氣 / 林麗容、雷淑慧、洪素娥

閱 讀 起 步 走 貝比爸媽閱讀講堂
（0-3歲嬰幼兒閱讀推廣講座）

時間：5/1～5/30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F

主題書展

非 聽 B o o k 童書共讀

孝親家庭月系列活動５

主題：我愛爸媽
時間：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對象：4-8歲兒童及家長，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日期：
5/05（三）△二十四孝 / 邵源源 ▽你喜歡我嗎？ / 林冠琴
5/12（三）△媽媽我愛你 / 曹玉玲 ▽我們的媽媽在哪裡？ / 洪秀鳳
5/19（三）△你們都是我的最愛 / 閔繼英 ▽紅公雞 / 李春梅
5/26（三）△▽爸爸不能去渡假 / 章寶英、陳信美

時間：5/30（日）14：3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對象：家有3足歲以下（96年5月30日以後出生）幼兒之家長
名額：40名
1.免 費參加，需事先報名，請攜帶幼兒戶口名簿，於親子資料中心開館期
間，至親子資料中心一樓櫃檯報名，額滿為止。
2.凡已申辦本館兒童借閱證，並全程參加「貝比爸媽閱讀講堂」之嬰幼兒家
長，可於講座結束後，憑小朋友個人借閱證領取「閱讀禮袋」1份。
3.每位寶寶以領取1份閱讀禮袋為限。

講題：我的夢夢見我在夢中作夢：童詩寫作與欣賞
主講人：向陽
時間：5/2（日）14：0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對象 :國小3-6年級學童
名額：50名
免 費參加，需事先報名，請至親子資料中心網頁線上報
名，額滿為止。

▼


加爾各答的紅燈區內命運坎坷的不是妓女，而是她
們的子女……面對赤貧、虐待和絕望，這些孩子幾
乎無可避免步上母親的後塵……本片導演認真紀錄
著那些孩子的驚人轉變。

我畫老爹老媽

▼


5/23（日）小小攝影師的異想世界…片長85分（普）

時間：單週六15：0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對象：4-8歲兒童及家長，自由參加（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日期：
5/01（六）這是誰生日
5/15（六）下雨天的冒險

親子活動

失業的大悟搬回到故鄉應徵「旅途協助工作」，後
來才知是擔任禮儀師。經歷一場場送行儀式後，瞭
解禮儀師妝扮往生者走上來生旅途的意義！也因看
盡死不捨與悲傷大悟，決心面對父子親情在死生交
界處，最美的送行帶來最深的體悟。

影片欣賞

5/9（日）送行者－禮儀師の樂章…片長130分（護）

■時間：5/4～5/30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阿美族歌手郭英男讓原住民音
樂登上國際舞台；明華園的白蛇傳
大戲創下亞洲戶外戲劇觀賞人數最
多記錄；臺灣三義的木雕聞名國
際，這些記錄處處展現了台灣傳統
藝術的迷人之處。為使民眾更接近
並瞭解台灣傳統藝術，此次書展挑
選了戲曲、音樂、建築工藝、民間
工藝、舞蹈及陣頭技藝等六大台灣
傳統藝術相關館藏，期待藉由書展
讓民眾懷古思今，並從中體會傳統
藝術之美。

主題書展

■地點：1F 簡報室

片名：新‧魯冰花－孩子的天空
片長：94分鐘（普）
時間：5/08（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 ▼

臺灣傳統藝術風華

■時間：雙週日14：00起

繪 本 童 書 園 說故事時間

▼

《生命關懷》系列影展

親子影片欣賞

▼


政府出版品主題書展

▼ ▼ ▼ ▼

假日電影院

親子資料中心開館時間：週二至週五9：00－18：00、週六日9：00－17：00
洽詢電話：29264075、29266888#3104。

臺灣日記特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