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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層 閱覽室別
開放時間

星期二～星期五 星期六～星期日

一樓
資訊檢索區
期刊閱報區

9：00～21：00 9：00～21：00

一樓 親子資料中心 9：00～18：00 9：00～17：00

一樓 視障資料中心 9：00～17：00 未開放

二樓 視聽欣賞區 9：00～21：00 9：00～21：00

二、三樓 閱覽區 9：00～21：00 9：00～21：00

四樓 雙和藝廊 9：00～17：00 9：00～17：00

四、五、六樓 臺灣學研究中心 9：00～21：00 9：00～17：00

每週一及國定假日為休館日

三樓 自修室 7：00～23：00 7：00～23：00

開放時間

緣於個人對繪畫的喜好及嚮往，黎穗萍八

年前從職場退休後，秉持終身學習的理念，開始

她拜師習藝的彩繪旅程，大自然賦予她千姿百態

的豐饒，廣袤的土地上展現造物者神奇的力量，

都是她取擷不盡的美好素材，於是，平疇郊野、

溪水潺湲、舟楫擺渡、鄉間農作、茅茨土屋、綠

樹盆栽……，都可以躍然於畫布上，翩僊於彩筆

中，敞亮的視野、明麗的色澤，綻現出她作品裡

朗潤的意象，而她關心斯土人情、景物的襟懷，更是她蘊蓄繪事能量的源

頭活水，歡迎您前來駐足以觀，不吝指正。

交通位置

展出時間：7月16日～7月30日
展出地點：本館四樓雙和藝廊

黎穗萍-彩繪大地

雙和藝廊

楊錫榮-八十彩墨展
展出時間：7月2日～7月13日
展出地點：本館四樓雙和藝廊

終身學習研習班 第四十三期招生
招生對象：凡年滿13歲對本研習班有興趣即可報名。

班　　別：開設有押花藝術、書法、瑜珈、插花、水彩、國畫、

　　　　　　素描粉彩…等課程。每班報名人數不足十八人則不開班。

授課時數：十六週，每週上課一次（2小時）。

報名方式：（每人網路和現場報名限報名3班）、電話：(02) 29266888轉5402。

1、網路報名：7月1日上午10時至7月4日24時網路報名，報名正取者（請自行網路檢

視），並於7月8日至11日上班時間至六樓推廣組繳費，逾期視同放棄；可委他人代

繳報名表及費用，並繳驗身分證件或健保卡等影本；取消網路報名請於7/6日前。

2、現場報名：7月15—31日（上午9時至12時， 下午1時30分至5時，國定例假日不受

理），手續完成即刻繳費。

3、報名地點：中和市中安街85號（7/15日上午9時-12時於一樓大廳現場報名，之後改

於六樓推廣組）。

4、注意事項：現場報名每人限報名三班別、代報名一班別（【委託人】應繳驗身分

證件或健保卡等影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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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珈及彼拉提斯課程每人限各報名一班。

5、費用：每人每班新臺幣貳千元報名時以現金繳交，材料費上課時另繳。

楊錫榮1929年生於桃園，自幼即對書畫有濃厚之興趣，然公私

繁忙，不克研習，直到1994年退休後才再開始學習國畫，秉持自

幼喜愛繪畫追求藝術的誠摯心靈，使得退休後的人生格外快樂充實

有趣。習畫期間師事陳銘顯教授、白宗仁教授、黃昭雄教授、李欽

聃教授、李添木教授及王智子教授等諸位名師習畫，潛心研究並追

求書畫藝術之奧妙，憑著這股熾熱不息的情懷蘊育出豐富的生活內

涵。曾參加國內外聯展數

十次，多次參展均獲得殊

榮。本次畫展希望引發各

方喜悅的共鳴，以達真、

善、美的境界。

楊錫榮　繪

黎穗萍　繪

 　　　　　
星  期  二
8月26日

│
12月9日

星  期  三   
8月27日

│
12月10日

星  期  四 
8月28日

│
12月11日

星  期  五  
8月22日

│
12月12日

星  期  六
8月23日

│
12月6日

上午 

10:00

│

12:00

古典押花藝術
王玉鳴

名額：網路12人
現場12人

古箏（16弦箏）
魏德棟

名額：網路10人
現場10人

鄉村拼布
王惠珍

名額：網路12人
現場12人

躬能瑜珈
李郁清

名額：網路9人
現場9人

國畫彩墨
陳　輝

名額：網路12人
現場12人

彼拉提斯
褚　文

名額：網路9人
現場9人

棉紙撕畫
曹秀儀

名額：網路12人
現場12人

塑身彼拉提斯
褚　文

名額：網路9人
現場9人

音樂賞析
熊思音

名額：網路25 人
現場25 人

成人電腦
（進階班）

王祥安
名額：網路9人

現場9人

下午 

14:00

│

16:00

編結藝術
黃 明 慧

名額：網路12人
現場12人

古箏（21弦箏）
魏德棟

名額：網路10人
 現場10人

傳統與創
新女紅DIY

葉淑鈴
名額：網路12人

現場12人

幸福玩布風
胡瑞娟

名額：網路12人
 現場12人

國畫花鳥A
蔡麗雲

名額：網路12人
現場12人

書法A
郭旻龍

名額：網路12人
現場12人

水彩
周榮源

名額：網路12人
現場12人

建築藝術之旅
成　寒

名額：網路12人
  現場12人

成人電腦
（基礎班）

林建合
名額：網路9人

現場9人

晚上 

19:00

│

21:00

國畫山水
盧錫炯

名額：網路12人
現場12人

書法 B
陳錦木

名額：網路12人
現場12人

素描粉彩
歐紹合

名額：網路12人
現場12人

攝影園地
周鶴輝

名額：網路12人
現場12人

 

塑身瑜珈
李郁清

名額：網路9人
現場9人

 

國畫花鳥B
熊宜中

名額：網路12人
現場12人

上
　課
　　日
　　    期班
　別
　　教
　　   師

上
  課
    時
　　間

本館第42期終身學習研習班成果展

時　　間：97年6月24日至7月18日　 地　　點：本館一樓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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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閱讀營

讀繪本玩彩繪

臺灣民間戲曲發展與規律

報名方式：

1.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  http://

lifelonglearn.cpa.gov.tw

2.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

inservice.edu.tw

3.本館網站(一般民眾)  www.ntl.edu.tw 

or tsrc.ntl.edu.tw    

   電話報名:02-29266888分機4218 

   電子郵件報名:sharon@mail.ntl.edu.tw

主  講  人：林鋒雄

　　　　　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所長　

時　　間：7月26日(六)上午10時-12時

播放時間：週日  14：00-15：00

播放時間：週二、四、五14：00～15：00

親子活動 暑假瘋閱讀 B1國際會議廳專題講座

賺錢與花錢新哲學
主  講  人：柴松林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創辦人

時　　間：7月20日(日)14時~16時

臺灣史話 4樓4045教室臺灣史話 4樓4045教室

7/06(日) 世界遺產名錄：亞洲檔案(V1-V2)

7/13(日) 世界遺產名錄：亞洲檔案(V3-V4)

7/20(日) 世界遺產名錄：美洲檔案(V7-V8)

7/27(日) 世界遺產名錄：美洲檔案(V9-V10)

7/01(二) 非凡大探索：好吃臺灣

7/03(四) 非凡大探索：好吃臺灣(中國菜系列)

7/08(二) 青少年好京采：失街亭、空城計(上)

7/10(四) 青少年好京采：失街亭、空城計(下)

7/15(二) 非凡大探索：好吃臺灣(平民美食)

7/17(四) 非凡大探索：好吃臺灣(麵食大觀)

7/22(二) 青少年好京采：秦香蓮 (上)

7/24(四) 青少年好京采：秦香蓮 (下)

7/29(二) 臺灣戲劇集粹-宜蘭地方戲曲：歌仔戲

7/31(四) 臺灣戲劇集粹-本地歌仔：山伯英臺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由百年來的海報發展
看臺灣的設計風格
主  講  人：姚村雄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視覺設計系教授　

時　　間：7月5日(六)上午10時-12時

人之一生汲汲營營的工作，無非是賺錢

養家活口，但應以何種心態去爭取自己應得

之合理「所得」呢？那錢賺取之後，又該如

何以最具經濟效益的「消費」呢？本館邀請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創辦人柴松林教授主講

「賺錢與花錢新哲學」，讓大家能學習到如

何賺取到有形所得與無形所得；更瞭解到如

何將所得財源做最具經濟效益之支出消費方

法。

遨遊臺灣文史采風~FUN輕鬆親子共學營

電影與書共舞

◎歡迎清寒學童持低收入戶證明，免費報名參加。

◎報名須知：請至一樓親子資料中心服務櫃檯報名。洽詢電話：29264075

一、何謂「臺灣」？

‧地理上的臺灣

‧歷史上的臺灣

‧文化上的臺灣

‧政治上的臺灣

二、臺灣海報設計的歷史發展 

1.以傳統風格為主的臺灣早期設計(約1800-1895)  

2.日治殖民時期的設計啟蒙(1895-1945)─傳統

風格、日本風格、西方流行風格  

3.光復後的威權時代設計(1945-1980)─反共復

國、文化復興、美式國際風格

4.鄉土運動、本土化(1976-1987) 

5.解嚴之後的民主化、臺灣化、資訊化、多元

化…(1987---)

報名方式：

1 . 公 務 人 員 終 身 學 習 入 口 網 站   h t t p : / /

lifelonglearn.cpa.gov.tw

2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 t tp : / /www.

inservice.edu.tw

3.本館網站(一般民眾)  www.ntl.edu.tw or tsrc.

ntl.edu.tw    

   電話報名:02-29266888分機4218 

   電子郵件報名:sharon@mail.ntl.edu.tw

臺灣勸業共進會海報 

1916

臺灣茶葉海報1919

公務人員可登錄終身學習護照（請先於

「 公 務 人 員 終 身 學 習 入 口 網 站 」 登 錄 

http://lifelonglearn.cpa.gov.tw）

營 隊 營 隊 名 稱 時 間 報 名 費

第一營 認識我們的圖書館：繪作小書 7/08（二）－7/11（五）上午10：00~12：00 每對親子500元

第二營 認識我們的圖書館：繪作小書 7/08（二）－7/11（五）下午02：00~04：00 每位學童400元

第三營 皮影劇場原民風 7/15（二）－7/18（五）上午10：00~12：00 每對親子500元

第四營 小故事大歷史－國姓爺來臺灣 7/15（二）－7/18（五）下午02：00~04：00 每位學童400元

第五營 詩話臺灣之美 7/29（二）－8/01（五）上午10：00~12：00 每對親子500元

第六營 詩話臺灣之美 7/29（二）－8/01（五）下午02：00~04：00 每位學童400元

參加對象
第一、三、五營：下學年升小學一~三年級親子，共30對，候補3對。

第二、四、六營：下學年升小學四~六年級學童，共60位，候補3位。

講　師 鄭窈窕 老師（臺北市中山、信義社區大學閱讀系列課程講師）

上課地點 4045教室

上課須知 請自備彩色筆、鉛筆、橡皮擦、安全剪刀、膠水或白膠。

營 隊 營 隊 名 稱 時 間 報 名 費

第七營 閱讀塵封的過往－回溯文明的起源 7/22（二）－7/25（五）上午10：00~12：00 每位學童400元

第八營 從「東方見聞錄」看東洋與西洋 7/29（二）－8/1（五）上午10：00~12：00 每位學童400元

參加對象 下學年升小學四~六年級學童，共30位，候補3位。

課程內容
第七營：介紹「古埃及文明」和「黃河流域與中國」。

第八營：介紹「馬可先生」和「忽必烈」。

講　師 楊南美 老師（財團法人全人教育發展中心講師兼活動執行、臺北市家庭教育活動講師）

上課地點 3057教室

上課須知 請自備筆和筆記本。

營 隊 營 隊 名 稱 時 間 報 名 費

第九營 讀繪本玩彩繪 8/5（二）－8/8（五）上午10：00~12：00 每對親子600元

第十營 閱讀彩繪狂想曲 8/5（二）－8/8（五）下午02：00~04：00 每位學童400元

參加對象
第九營：下學年升小學一~三年級親子，共15對，候補3對。

第十營：下學年升小學四~六年級學童，共30位，候補3位。

課程內容 介紹「自己的顏色」、「艾瑞、卡爾作品集」、「威利的畫」和「猜猜我是誰？」。

講　師 鄭窈窕 老師（臺北市中山、信義社區大學閱讀系列課程講師）

上課地點 3057教室

上課須知 請自備彩色筆、鉛筆、橡皮擦、安全剪刀、膠水或白膠。

營 隊 營 隊 名 稱 時 間 報 名 費

第十一營 當故事遇上影片 8/12（二）－8/15（五）上午10：00~12：00 每對親子600元

第十二營 電影與書共舞 8/12（二）－8/15（五）下午02：00~04：00 每位學童400元

第十三營 電影讀遊園 8/19（二）－8/22（五）上午10：00~12：00 每對親子600元

第十四營 影像與文字對話 8/19（二）－8/22（五）下午02：00~04：00 每位學童400元

參加對象
第十一、十三營：下學年升小學一~三年級親子，共15對，候補3對。

第十二、十四營：下學年升小學四~六年級學童，共30位，候補3位。

課程內容
第十一、十二營：都介紹「夏綠蒂的網」和「佐賀的超級阿嬤」2部。

第十三、十四營：都介紹「蝴蝶」和「貓」2部。

講　師 鄭窈窕 老師（臺北市中山、信義社區大學閱讀系列課程講師）

上課地點 3057教室

上課須知 請自備彩色筆、鉛筆、橡皮擦、安全剪刀、膠水或白膠。

「臺灣設計的歷史顯影─館藏日治時期美術設計類

書展」為2008年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的第五階段，主

題為日治時期的美術設計。日治時期乃是臺灣美術設

計的啟蒙階段，日本內地的美術設計形式、風格，伴隨

著殖民文化進入臺灣，也使得臺灣接觸、學習到當時外

國流行的設計樣式。本展覽將日治時期的美術設計

分為16大項，配合本館珍貴典藏，介紹學校美術

教育、從事設計活動之臺日人畫家、雜誌書籍封

面、廣告商標、博覽會活動、戰時文宣等，呈現日

治時期美術設計豐富多彩的面貌。

展出時間：7月5日～8月31日

臺灣設計的歷史顯影─館藏
日治時期美術設計類書展

暑假7、8月份各選了2本有關親子教育及心靈成長之書，邀請其作家、專家導讀分享，會後

並有簽書會，誠摯邀請大家共同參與。

地點：本館迴廊咖啡沙龍廳（中和市中安街85號B2）

書名
講座日期
＆主講人

出版社 作者 書籍簡要

黃金人生

的入場券

7/5 2-4pm

孟繁珍

平安

文化

布蘭登．

伯查德

這是一則關於失落、愛與救贖的動人寓言，作者伯查德
透過主角宛如魔法般的奇遇，告訴我們可以如何學習、成長
與改變。現在，就請接受這張通往黃金人生的入場券，重新
體驗生命中永恆的價值打開無限可能的希望之門！

阿甘的美

國大冒險

7/19 2-4pm

阿甘

天下

雜誌
阿甘

曾被臺灣的升學主義折磨多年後，誤打誤撞跑到美國
誤人子弟，體驗了美國教育不為人知的一面,書中記錄了
在美國教學的酸甜苦辣及教室裡光怪陸離的現象等。

影片欣賞 播放地點：一樓簡報室

本館6樓

過去學界對於傳統戲曲之研究主要著眼

於個別劇種的研究，本次講題試圖將臺灣民

間戲曲視為一整體，探究其有別於其他地區

戲曲之發展源流與脈絡，試圖從中瞭解戲曲

遞嬗的規律。

◎免費參加(公務員可登終身學習護照)

閱讀風、夏日情暑假閱讀活動

暑假加場，故事媽媽說故事（圖書館利用教育），自由參加、週二下午2:00~3:00 

日期 主題 主 講 團 隊

7/04（五） 圖書館獅子 劉緒娟、曾婉妤、廖曉萍、李素錚、古淑芬、余璧如、莊淑珍

7/11（五） 瘋狂愛上書 林翠芳、陳信美、施淑敏、田若天、蔡麗琪、黃碧玉、林麗蓉

7/18（五） 大鬼小鬼圖書館 賴佳君、林冠琴、王美貞、曹玉玲、陳惠如、張廖蕙玲

故事媽媽說故事，自由參加、週三下午3:00~4:00

日期 主　題 主講人 主　題 主講人

7/02（三） 蛀牙王子 余璧如、曾婉妤 眼鏡公主 余璧如、曾婉妤

7/9（三） 巧克力餅屋 邱芫慧（第一組） 害羞的小龍 邱芫慧（第一組）

7/16（三） 神奇變身水 李春梅（第三組） 阿松爺爺的柿子樹 夏慧明（第三組）

7/23（三） 老伯伯的雨傘 第二組 野餐的日子 曾碧霞、徐淑玲

7/30（三） 包姆和凱羅的冬日早晨 洪秀鳳（第四組） 是誰嗯嗯在我頭上 薛矞心

※故事主題以主講當時內容為主※ 

影片欣賞，自由參加

日期 影片 地點

7/12(六) 下午2：00－4：00 森林保衛戰（片長90分鐘） 簡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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