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來北往．四通八達
―館藏日治時期交通類書展

臺灣遞信協會及《臺灣遞
u 

蘇澳、花蓮間道路開鑿工程

u 國有鐵路
u
u
u
u
u
u
u

《臺灣鐵道貨物》

鐵路支線
臺灣鐵道株式會社
輕便鐵路與私有鐵路
道路
人力車
汽車運輸業
陸運人物介紹

桃園車站及月台
苗栗輕鐵株式會社廣告

u 築港事業

大阪商船會社及
u 
日本郵船會社
u 航線

日治時期的交通建設於臺灣的產業經濟之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本次展覽將相關的交通類館藏分為「陸運」、「海運」、「空運」、
「郵政電信」及「觀光」等五類，呈現當時交通事業之發展及相
關的觀光活動。
清領時期臺灣已有鐵路，但運輸成效不彰，日治以後臺灣總督
府積極展開鐵路之建設。道路則迨至 1920 年代後期，陸上交通
政策開始轉向以道路補鐵路之不足，始著手道路改良事業。
海運方面，陸續開設了郵便航線、命令補助航線，以及民間商
船公司的自由航線等，也因此帶動了各港口之興築。空運航線
則晚至 1936 年以後，才陸續開設。
日治之初，因軍事需求設置「野戰郵便局」，情勢穩定後改名郵
便局，郵政的營業項目包含郵件寄送、存款、劃撥、匯兌、電報、
電話、簡易保險等。觀光方面，隨著島內交通設備逐漸完備，
加上官方觀光事務專責機構的出現、國立公園協會之設置等因
素，觀光業日益發達。
本館典藏的《臺灣鐵道史》、《臺灣鐵道讀本》、《臺灣の交通を
語る》、《臺灣遞信協會雜誌》、《臺灣旅行案內》及各港築港概
要等，均是瞭解臺灣交通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資料。

嘉義郵局發行的電話簿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臺北無線開局紀念號

花蓮港築港概要

【映畫活動】
配合展覽於六樓展場旁多媒體放映區播放相關影片，歡迎觀賞
平行線．247哩 臺灣縱貫鐵路與長谷川謹介/片長約25分鐘
▓ 6/12（六）14：00 開始
▓ 7/10（六）14：00 開始
北投溫泉

我喜歡在早晨焚京都嵐山的線香，在裊裊香
煙中閱讀、寫作。喜歡看著煙緩緩行過書頁，經
過畫像，然後像個自在的行旅者，從窗扇優雅離
開，飄向喧囂的街心。煙行過的痕跡築成安靜的
角落，即便書房緊鄰大馬路，不時傳來車聲、人
聲與滷肉的味道，此時此刻，還是最好的時光，

▓主講人：洪致文（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助理教授）
▓時間：6/12（六）10：00-12：00

6/03(四)

東京奏鳴曲

奏鳴曲，一種樂器獨奏的曲式；東京，ㄧ座
片長120分
經濟風暴肆虐的城市…

日治時期的聲色光影 特展

6/10(四)

把愛找回來

■展期：5/21～9/26
■地點：高雄市電影圖書館 1F展覽廳(高雄市鹽埕區河西路10號)
今
 年初於本館展出的「館藏日治時期藝術類書展」巡迴到高雄囉！

「相信音樂，相信愛」用音樂感動你，用音
片長114分
樂製造生命的奇蹟…

6/17(四) 小提琴革命曲

無情烽火中，琴聲悠然響起，是心靈的撫慰
片長99分
，還是復仇的前奏…

6/24(四) 搖滾吧！爺奶

頂著白髮、帶著呼吸器的Young@Heart樂團
片長103分
，是地球上最酷的合唱團。

每週一及國定假日休館

臺灣學系列講座

6/13（日）穿牆人

藝想天開之《音樂》影展

樓層介紹及開放時間

也是凝視內心風景的最佳時刻!

不沉的航空母艦～二戰時期的臺灣飛行場

片長107分
「兩個世界，兩個女孩，一個選擇」
詩人鴻鴻的作品，將徬徨少年時的青春心
事，做了永恆的註解。
本片魔幻的敘事方式、影像風格，超越了
傳統台灣電影的格局……

主題電影院

▓主講人：李欣倫（靜宜大學教師、新生代作家）
▓時間：6/19（六）10：00-12：00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時間：雙週日14：00起 ▓地點：1F 簡報室

片長107分
校園驪歌即將輕輕響起。那一年，
我們都在青春裡掙扎…
一場意外讓9個高中生不安騷動的靈
魂，瞬間落入猜疑、背叛與暴力，那些
屬於成長的考驗…

阿里山登山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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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日）九降風

u 海空運人物介紹

屏東機場

初夏

u 觀光活動
u 風景名勝
u 觀光手冊及遊記

結合高雄市電影圖書館的相關館藏，期望透過更加豐富精采的展示
內容，呈現當時藝術活動的發展歷程和豐富的面貌。

u 航線

假日電影院

u 觀光旅遊相關機構

2010年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高雄巡迴展

u 機場

主講人：藍貝芝（劇場導演）
	透過本紀錄片的放映與導讀，看台灣如何與國際接軌，實踐屬於我們本
土強而有力的女性社群連結，透過此文本也探討關於女性主體等相關的
議題。
6/12（六）養女記事：送養計畫／片長55分
主講人：游婷敬（台灣女性影像學會主任）
	許多女孩離開原生家庭，跨國被送到她鄉生活，發生許多不為人知的故
事和遭遇。關懷女性的處境，從跨國的養女記事，了解在時代與歷史的
承載下，女性宿命的悲哀，以及女性奮發向上的故事。

凝視內心的風景

講座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希望透過影片的放映與對話帶領觀影者，在欣賞與
討論互動中，對兩性平權、性別主流化等議題，有
更深切的認知！
■地點：1F 簡報室 ■時間：19:00-20:50
6/05（六）你性了沒：直到暴力終止／片長73分

影片欣賞

信協會雜誌》
u 郵政電信人物介紹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時間：5/7～8/1

終身學習系列講座

Women’s Talk 查某人作伙來看電影

u 郵政電信

▓地點：4F 4045教室
在臺灣近代歷史上，在二次大戰結束之時，
臺灣島內分屬日本陸軍與海軍的航空部隊，有著
共計五十多座的各種飛行場，且以南部、中部密
度最高，北部次之，東部較少，但其數目已可謂
極為驚人。因為，自從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以
來，臺灣便進入了戰時體制，而「臺灣要塞化」
理論的提出，擬將臺灣建構成一座「不沉之空
母」（不沉沒的航空母艦）的軍事規劃，更是迎
向大航空戰的必要軍事建設。

與作家有約

《效率決定競爭力》
呂宗晞 著，商周出版

交通方式

▓主講人：楊偉凱
▓時間：6/12（六）14：0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在畢業季前導讀此書,主要給即將上任新鮮
人能快術進入職場之好策略,時間管理 + 效率管
理 = 成功上班族兩大工作利器。學習大師──
呂宗昕教授，將個人長期的工作經驗及研究心
得，彙整成冊與讀者分享，希望幫助眾多上班族
拾回失落已久的工作效率，增加工作上的競爭優
勢。

檔案服務
政府檔案已開放民眾應用，歡迎多加利用，網址http://near.archives.gov.tw

交通局鐵道部宣傳全島
海水浴場的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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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 本 童 書 園 說故事時間

江正誠詩書畫展

樂齡學習ｅ起來 樂齡電腦學習活動
■對象：55足歲以上讀者

古人說：「書畫同源」，「詩乃有聲之畫，畫乃無聲之
詩」可以看出詩、書、畫三者的密切關係。江正誠幼受父親薰
陶，繼而在台大接受各名師指導，於詩書畫三方面所累積的心
得和技巧，藉此次展覽的機會，希望就教高明，同為弘揚中華
文化而努力。書法包括篆隸行草魏碑瘦金體和「榜書」，國畫
涵蓋山水四君子和墨馬，近體詩則有題畫、感懷、酬酢等情節
的描寫，歡迎各界同好光臨參觀，廣結墨緣。

（證件顯示民國44年6月以前出生）

臺灣日記特展

報名方式：

■時間：5/4～7/4
■地點：1F 臺灣歷史走廊

▼

▼▼


■授課教師：林惠萍（學承電腦講師）
■上課地點：2F 電腦教室

免費參加，需事先報名。
6/8（二）開放報名，請於開館時間內攜本館個人借閱證至2樓服務櫃檯辦理，
額滿為止。
名額有限，每班招收18名（備取5名，如獲錄取，於上課前一天以電話通知）

▼


錄取原則：

▼▼
 

55足歲以上，且未上過本館98年樂齡電腦相同課程之讀者，依報名先後依序錄
取。
如報名截止，尚有名額則依報名順序錄取未滿55歲讀者。
各項課程名額有限，每人限報名兩門課。

臺灣日記特展展出吳鴻麒、簡吉、林紀堂、陳岑、林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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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課程內容：
6/24（四）09:10-12:10 資訊新鮮嚐（入門班）
6/25（五）09:10-12:10 網路ｅ點靈（實用班）~需具備電腦基礎能力~
6/25（五）14:00-17:00 影像魔術師（實用班）~需具備電腦基礎能力~

▼


洽詢電話：(02)2926-6888#4201
報名後如不克前來，請務必於開課前二天撥打2926-6888分機4201告知，以免
浪費教學資源，無故不到者將暫停往後樂齡課程報名資格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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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山城‧風華再現─黃金博物園區特展
■時間：4/9～7/4
■地點：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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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展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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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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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家有3足歲以下（96年6月27日以後出生）
幼兒之家長
名額：40名
時間：6/27（日）14：3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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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六）蝴蝶蝴蝶飛 / 鳴嵐環島故事列車（小兔老師）

故 事 童 樂 會 聽故事時間
時間：週三△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對象：4-8歲學齡前兒童及家長
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日期：
6/02（三）△▽聽不見的音樂會 / 邵源源、林冠琴
6/09（三）△我的音樂教室 /章寶英 ▽ 唱歌當飯吃/洪秀鳳
6/23（三）△小蟾蜍的搖籃歌 / 閔繼英 ▽愛聽音樂的老國王 / 洪秀鳳
6/30（三）△愛你本來的樣子 / 溫麗貞 ▽布萊梅的音樂會 / 陳信美

非 聽 B o o k 童書共讀

3.每位寶寶以領取1份閱讀禮袋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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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間：6/18～6/30
■地點：4F 雙和藝廊

▼ ▼

講題：小象帕兒
講者：徐淑委 老師
時間：6/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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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影片欣賞
片名：琴之森
片長：101分鐘（普）
時間：6/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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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好 書 大 家 讀
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書展
時間：6/1～6/30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1F、2F

時間：雙週五△上半場15：00-15：30，▽下半場15：3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對象：4-8歲學齡前兒童及家長
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日期：
6/11（五）△安娜想養一隻狗 / 李春梅
▽十兄弟 / 曾琬妤
6/25（五）△小郵差傑克 / 林麗容
▽公園小霸王 / 李春梅
▼

中和市公所藝文推動小組國畫實驗班為貫徹「文化中和」
中之「文化紮根」政策，由小組召集人阮天遊教授指導，本
展為第2屆成果聯展。阮老師被譽為詩、書、畫三絕，兼通哲
理，「技藝誠然重要，可學而得」最後不過「技巧」而已，
「氣韻」與「境界」才是國畫作品要求最高層次，非素學而不
可致！學員耳濡目染，時承薰陶，作品雖不敢自認大成，然而
都以略涵飄逸或質樸之古風。學畫之初本在消遣，而這已不其
然與「遊於藝」相合，漸入漸深，與味愈濃，也愈知不足，本
次展覽不只是這段時間創作成果的展現，更開啟了授教的窗
口，故臨展不勝殷殷祈教！

時間：單週六15：0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對象：4-8歲學齡前兒童及家長
自由參加（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合辦單位：鳴嵐智識
日期：
6/05（六）造飛機 / 鳴嵐環島故事列車（貝殼老師）

親子活動

嗎？您想知道馬友友、蕭邦、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世界嗎？本次展出《古典音樂便利
貼》、《爵士歌‧爵士樂》、《您不能不愛上長笛音樂》、《中樂因您更動聽－民
族管樂導賞》、《村上先生的愛樂電台》、《弦裂》、《音符上的奧地利》、《左
岸琴聲》、《音樂漫話》、《銀色音樂網》、《看懂音樂的大眼睛》等書，希望帶
領大家走入音樂的殿堂。

■時間：6/2～6/15
■地點：4F 雙和藝廊

展覽

■展期：6/1～6/27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優揚的樂聲令人心情舒暢，您知道如何欣賞古典樂、爵士樂、長笛、國樂


▼


琴挑 A r t

▼ ▼ ▼ ▼

中和市藝文推動小組國畫實驗班學員作品展

▼

主題書展

親子愛閱系列講座
講題：音樂的閱讀
主講人：黃淵泉 老師
時間：6/26（六）14：0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對象：凡對兒童閱讀有興趣的家長及教師，不限名額

2010/5/24 下午 04:33: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