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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六）
繪本導讀：1.The Carrot Seed

               2.Ben Plants a Butterfly Garden

Let's act：The Enormous Turnip

Let's do it：Cut and Paste

7/17（六）
繪本導讀：The Empty Pot

Let's do it：Little Flower book

Let's sing it：Did you ever see a flower?

7/31（六）
繪本導讀：Miss Rumphius

Let's chant：Under the sky

Let's do it：The Jigsaw Map

7/3（六）
故事名稱：The Carrot Seed
Let's act：The Enormous Turnip
Let's sing it：Ten Little

7/17（六）
故事名稱：Koala and the Flower
Let's do it：Little Flower book
Let's sing it：Did you ever see a flower?

7/31（六）
故事名稱：Ben Plants a Butterfly Garden
Let's chant: Under the sky
Let's do it: The Jigsaw Map

認識繪本電子書
時間：14：00-14：50
地點：B1 樂學室

對象：歡迎想認識電子書的親子
家長、或民眾免費參加、自由參
加（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主題影展  與世界文學的美麗相遇   

                      ■時間：週四14：00起   ■地點：1F 簡報室

假日影展  2010公視假日電影院   

  ■時間：週日14：00起   ■地點：1F 簡報室

7/01(四)

頑童流浪記 

本片改編自馬克吐溫的經典小說《頑童歷險記》，主人
翁「哈克」不畏難、灑脫不在乎世俗，繼承繼母的遺產
之後，遭生父綁架後逃脫，和一位逃跑的奴隸吉姆，一
起乘著木筏順著密西西比河往南奔逃的驚險故事……

片長87分 

7/08(四)

百萬英鎊

馬克．吐溫的名作，文筆生動幽默，令人忍俊不禁。富
豪之家的兩兄弟從銀行取出ㄧ百萬英鎊的鈔票，借此驗
證各自的理論，他們選仲ㄧ位身無分文的年輕人作為試
驗品……

片長85分 

7/15(四)

乞丐王子

愛德華和湯姆，不僅同年同月同日生，兩個人的面貌也
很相似。但兩個人的命運卻有著天壞之別。一個偶然的
機緣，王子愛德華救了小乞丐湯姆。他們本想交換一下
衣服穿穿，沒想到竟也交換了角色……

片長117分 

7/22(四)

鐘樓怪人

一齣改編自法國文學巨擘雨果不朽名著《巴黎聖母院》
之影片，故事敘述一位從小被養在巴黎聖母院鐘樓的敲
鐘人的故事，以末世巴黎畸零孤兒為主角,描繪動盪時
代命運轉輪之下, 混沌不安的人性掙扎;傾慕與狂戀, 
誓言與背叛, 權力與佔有, 宿命與抗爭……

片長110分

 

7/29(四)

安徒生的童話世界

人魚公主、拇指姑娘、國王的新衣等童話，大家一定都
不陌生，但是對他們的作者安徒生又了解多少？本片以
幽默風趣、奇幻異想的手法來介紹這位偉大的童話故事
作家，讓大家了解這位作家的生平，以及他是如何創作
出一個個膾炙人口的童話故事。

片長177分

 

對象：家有3足歲以下（96年7月25日以後出生）幼兒之家長   名額：40名
時間：7/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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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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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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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 子 影 片 欣 賞
親 子 影 片 欣 賞

片名：湯姆歷險記（共10集）
片長：每集120分鐘（普）
時間：每週二、五，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簡報室
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 7/06、7/09、7/13、7/16、7/20、7/23、7/27、7/30、8/03、8/06

片名：海之傳說－媽祖

     （台灣本土自製動畫電影）
片長：90分鐘（普）
時間：7/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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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 事 童 樂 會 聽故事時間

百花齊Fun樂 一 夏 閱讀手冊

百花齊Fun樂 一 夏 主題書展

英 閱 花 園 英文繪本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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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兒童及家長
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日期：

▼ 7/07（三）△捉鬼大將軍鍾馗 / 張慧民 ▽愛打呼的大熊 / 邵源源

▼ 7/14（三）△鍾馗嫁妹妹 / 張慧民、林秀麗  ▽小美一個人看家 / 溫麗貞

▼ 7/21（三）△唉喲！誰來幫幫我 / 溫麗貞   ▽神秘的無名騎士 / 李春梅

▼ 7/28（三）△▽劍獅出巡 /陳信美、章寶英

以簡單、趣味、引導及創意為原則，設計適合國小學童的主題閱讀學習
單，並提供書單讓小朋友可以自行規劃暑期閱讀計畫。

▼領取方式：可親至本館親子資料中心領取或至本館網頁下載學習單。

▼時間：7/1～8/31

▼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服務臺

▼獎勵品兌換：詳細內容請參閱手冊

展出以「花博」與「生態」為主題的兒童圖書。

▼時間：7/1～8/31

▼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F

▼ 對象：國小2年級~4年級

▼時間：14：00－15：00

▼ 地點：B1 樂學室

▼ 參加方式：招收35名，請攜帶健保
卡或借書證至親子資料中心報名，額
滿為止

■收書時間：7/6～7/16（週一休館，週二至週日13:30-16:30；17:30-20:30）

■收書地點：3F服務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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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書時間：7/17（六）10:00-16:00

■換書地點：B1文化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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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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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好書交換日

主題書展

7/04（日）長假    片長86分

刻劃一位辛勤工作的母親，在得知自己因病將要不久於人世之後，用即將

度假的心情來面對，並在度假之前完成家人心願、也完成自己心願的過程

……

7/11（日）博浪    片長79分

終於，我可以躺在我最愛的大海裡，永遠地休息了...」 浩陽原是個熱

愛衝浪的熱血男孩，但在小腦萎縮症的折磨之下，眼睜睜看著自己的身

體漸漸失去控制……

7/18（日）我的青春ㄌㄨˋ 片長86分

故事就從一個17歲未婚懷孕、18歲奉女成婚的媽媽說起：18年後為女兒

保留學籍時卻因陰錯陽差、將錯就錯的頂替女兒上大學，意外引發一場

愛情爭奪戰……

7/25（日）顏色  片長79分

當天齊站上音樂廳的舞台，他要把成就獻給過世的媽媽。”阿嬤媽媽”

善意的謊言引領他進入音樂的世界，”阿嬤媽媽”樂觀的態度，開啟他

生命之窗……

          遇上馬克吐溫

■時間：7/6～8/1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今年正逢美國幽默文學家馬克吐溫逝世100周年，其

作品大多是小人物的故事，卻反應大時代的縮影，像歷史

一般，成為文學的經典，本館特展出馬克吐溫著名的小說

作品《湯姆歷險記》、《乞丐王子》、《頑童流浪記》；

另有《馬克．吐溫自傳》、《馬克吐溫格言妙語選集》、

《異樣人生－馬克．吐溫故事集》、《相遇．馬克．吐溫》

等，更有《Mark Twain along the Mississippi》、《Mark 

Twain’s Library of Humor》、《To Extraordinary Mark 

Twain》、《Mainly the Turth : Interviews with Mark 

Twain》等西文圖書，讓大家一探美國大文豪的傳奇人生。

講題：珊瑚島：聊書百匯   講者：賈文玲老師

時間：7/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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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閱 花 園 說故事時間

▼對象：4~8歲

▼時間：15：10－16：10

▼ 地點：B1 樂學室

▼參加方式：自由入場

快 樂 網 路 世 界
日期 7/14（三） 7/21（三） 7/28（三）

主題

親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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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和人-我們的土地、我們的家
■時間：7/6～7/25

■地點：4F雙和藝廊

隔著新店溪，中永和在台北都會的西南隅，

每天以四座橋樑和一條捷運來來回回運送著人們

來往於台北市與居住地。穿梭在雙和彎彎曲曲的

街道巷弄間時，仍可以發現它獨特的人文景觀與

歷史痕跡，甚至此時此刻在此地居住、工作與生活的人們，也是創造雙和獨特風貌的其

中要角。

本展覽呈現雙和地區多貌的人文風采，包括中、永和簡史、中永和的歷史記憶、雙

和人數、客居雙和、雙和人的文化多樣性，你所不認識的雙和人平埔族－「龜崙蘭社」

（Cournangh）與「秀朗社」（Sirongh）以及介紹中和八景(林晉)、百年廟宇等，內容

豐富，提供暑假期間青少年、親子一個富涵知識性與休閒性的最佳活動。

主辦單位：世界宗教博物館

合辦單位：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穿梭時空話潭墘

 終身學習系列講座

旅行與人生，一樣魔幻
主講人：張國立（資深媒體人、作家）

■時間：7/24（六）10：00-12：00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善於以文字蠱惑人心的作家張國立，從散文、雜文、詩、劇

本，到小說、遊記無所不寫。才氣縱橫，囊括國內各大文學獎

項。並以重量級的史詩巨作《匈奴》贏得皇冠「大眾小說獎」百萬

首獎！歡迎各位讀者一同來聆聽幽默風趣的張國立，分享他旅遊與生活的點滴故事，以

及最新的小說創作《偷眼淚的天使》！

 臺灣學系列講座

放逐孤島的他者：蘭嶼、農場、管訓隊
主講人：夏黎明（臺東大學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教授）

■時間：7/10（六）10：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蘭嶼孤懸臺灣東南外海，居民約二至三千人。

長期以來，由於位置孤立，加上日本殖民政府和戰後國民政府的

隔離政策，島上雅美/達悟族人，得以相當完整地保有其獨特的

文化，成為學界探究的對象。近年則更因核廢場與國家公園設置的抗爭，引起甚多的社

會關注。整體言之，雅美/達悟族人的傳統文化及其復振，是整個蘭嶼圖像的主體。然

而，蘭嶼島上，卻還有被遺漏了的一群人，一段歷史，和一個故事。

 與作家有約

《廚房裡的秘密－飲食的科學及文化》
徐明達著，二魚文化出版

主講人：徐明達（陽明大學生化所教授）

■時間：7/10（六）14：00-16：00 

■地點：B1樂學室

本書以淺顯易懂的方式來說明那些被認為比較難懂的觀念

(例如量子力學、熱力學等等)，把物理、化學及生物連貫起來。

以日常觸及的「飲食」作為題材來包裝物理、化學和生物的一些

基本原理和常識。譬如：牛奶為什麼是白色？為什麼炸的食物吃

起會脆？為什麼法國的女人吃不胖？等等。因為飲食是大家都很熟悉也很關心的事情，

用這個題材就會比較容易達到推廣科普的效果。曾志朗先生更對這本書的評語如是說：

「這本書娓娓稱道的每一個飲食文化的面向，都真是「酷」得不得了，儼然就是一本

「色、香、味、知」四相俱全的四「酷」全書！除科學知識外，本書亦會穿插一些人文

歷史敘述，把科學的來龍去脈用說故事的方式呈現，讓科學變得平易近人。」

凝視孩子心靈的畫家
          ──岩崎知弘展
■臺北區：7/31～9/12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4F雙和藝廊

■臺東區：9/17～10/3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

岩崎知弘（）（1918-1974）女士是日本家

喻戶曉的繪本插畫家。她以西方水彩技法結合東方水墨筆調，

留下九千三百餘幅典雅且雋永的插畫，其中

大量的兒童形象使岩崎女士享有「兒童畫

家」的美名。如此細膩表現兒童的畫作，

希望臺灣的小孩和大人們也能夠一同感

受。因此，特邀日本岩崎知弘美術館，帶來六十餘幅珍貴畫作於臺

北、臺東進行展出。誠摯的希望，憑藉岩崎知弘忠實呈現兒童的畫

作，經由凝視它們的力量，讓成人重新省思面對兒童的態度。深信所

有成人的心底，都存在著一個孩子，即便生活讓我們隱匿了心中的孩

子，我們知道，當走進畫展中，會看見自己許久未見，那個心底的，

孩子。

臺北開幕儀式暨記者會：

■時間：2010年7/31（六）10：00

■地點： 4F雙和藝廊

岩崎知弘講座時間

主題：凝視孩子心靈的畫家─岩崎知弘

演講者：竹迫祐子（日本岩崎知弘美術館‧安曇野副館長）

■時間：7/31（六）14：00-15：00

■地點：4F雙和藝廊

岩崎知弘座談會

主題：日本／岩崎知弘／台灣

與談人：竹迫祐子（日本岩崎知弘美術館‧安曇野副館長）、

鄭明進（資深 圖畫作家）、游珮芸（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

究所助理教授）

■時間：7/31（六）15：00-16：40

■地點：4F雙和藝廊

講座活動

講座一 講座二

日期 8/15（日） 日期 8/28（六）

時間 14：00-16：00 時間 14：00 -16：00

對象

地點

成人：4F雙和藝廊

兒童：4F 4045教室
地點 4F雙和藝廊

講者 林千鈴（蘇荷美術館館長） 講者 曹俊彥（資深圖畫作家）

主題 藝術中的孩子 主題 兒童畫‧話兒童

更多詳細資訊，請鎖定「凝視孩子心靈的畫家─岩崎知弘展」Facebook粉絲專頁活動更

新：http://www.facebook.com/IwasakiChihiro

■時間：7/7～9/30

■地點：1F大廳

潭墘，據稱以潭邊形成的聚落發展而成地名，日治時期範圍約以八二三公園為中

心。物換星移，百年前的水田之地，如今已為交通往來、住宅密集的都市精華區域。本

展覽與永和社大合作，以潭墘的發展由來、中/永和分鄉設鎮、從水路到陸路的轉變及庶

民生活在潭墘等主軸，與此地的新、舊居民一起分享潭墘的百年文史巡禮。

南來北往．四通八達─館藏日治時期交通類書展
■時間：5/7～8/1

■地點：6F臺灣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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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六）14：00【映畫活動】配合展覽於六樓展場旁多媒體放映區播放影片

片名：平行線．247哩  臺灣縱貫鐵路與長谷川謹介／（片長約25分鐘）

■招生對象：凡年滿13歲對本研習班有興趣即可報名。

■授課時數：16週，每週上課一次（2小時）。

■上課地點：音樂賞析課1F簡報室，電腦課2F電腦教室，其餘課程均於3F市民教室

■費    用：每人每班新台幣2,000元報名時以現金繳交，材料費上課時另繳。

■班    別：（每班報名人數不足18人則不開班）

星期二

8月31日~12月14日

星期三

8月25日~12月15日

星期四

8月26日~12月16日

星期五

8月27日~12月17日

星期六

8月28日~12月18日

上午

10:00~12:00

古典押花藝術
王玉鳴

名額：24人

彼拉提斯
褚  文

名額：18人

古箏(16弦箏)
魏德棟

名額：20人

鄉村拼布
王惠珍

名額：24人

躬能瑜珈
李郁清

名額：18人

音樂賞析
熊思音

名額：50 人

國畫彩墨
陳  輝

名額：24人

成人電腦(基礎)
王祥安

名額：18人

下午

14:00~16:00

書法A
吳啟禎

名額︰24人

古箏(21弦箏)
魏德棟

名額：20人

蝶谷巴特
洪美后

名額：24人

水彩
周榮源

名額：24人

書法 B
郭旻龍

名額：24人

芳香療法DIY
何品誼

名額：24人

意象素描
王 陞

名額：24人

國畫花鳥A
蔡麗雲

名額：24人

成人電腦（進階）
林建合

名額：18人

晚上

19:00~21:00
國畫山水
盧錫炯

名額：24人

塑身瑜珈
李郁清

名額：18人

素描粉彩
歐紹合

名額：24人

攝影園地
周鶴輝

名額：24人

國畫花鳥B
熊宜中

名額：24人

塑身彼拉提斯
褚  文

名額：18人

■報名方式： 

1.7月13日上午10時至7月15日24時網路報名（取消網路報名請於7月16日前辦理），無

法使用電腦網路報名者，可於7月13日上午報名期間前往本館二樓電腦教室請館員協

助)。網路報名逾期但仍有剩餘名額，則將資格讓予現場報名（洽6樓推廣組）。

2.每人限報名三班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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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每人限報名一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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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至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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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將繳費單據影本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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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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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開班人數時，本館將另行電話通知並持臨時收據於三星期內辦理退

費。

■注意事項：

1.報名完成除未開班外，請依時間至指定地點上課，不另行通知。

2.上課所需工具、材料請自備（請上網至活動訊息，研習班查詢所需用具）。

3.學員上課時，應親自簽到及帶上課證備查，上課時不接受旁聽，並應維持教室清潔遵

守秩序。

4.遇天災事故如颱風依臺北縣政府發布公告放假不另行通知，課程則順延一週。

5.本活動為「公務員終身學習護照」認證課程。

■洽詢電話：(02)2926-6888#5402 黃先生

終身學習研習班 第四十七期招生

雙和藝廊 100年度7-12月展覽空間申請
■申請時間：99年7月1日至31日

■收件方式：請將資料備齊，註明申請100年7-12月雙和藝廊展覽，親送至本

館6樓櫃檯或郵寄至（臺北縣中和市中安街85號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推

廣組）

■相關申請事宜及索取申請表請洽一樓服務台或上網查詢下載。

上
   課
      時
         間

班
     別
         教
             師

上
     課
          日                             期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