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滿大展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地點/時間：

■時間：即日起～11/27

一樓大廳及臺灣歷史走廊9/3～11/27（9:00～21:00）
四樓雙和藝廊 9/3～10/16（9:00～17:00）

臺灣公共圖書館一百年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自清代以來臺灣官方及私家藏書機構為數不

五樓特展室 9/3～11/27（9:00～17:00）

文庫為臺灣近代公共圖書館的濫觴。1914年臺灣總

本館與真理大學臺灣文學資料館合辦「西川滿大

督府圖書館設立，是為臺灣第一所公立圖書館，亦

展」，將西川滿(1908-1999)的重要作品及各類文物，在本

是當時全臺最大的圖書館。1923年臺灣總督府發布

館一樓大廳及臺灣歷史走廊、四樓雙和藝廊與五樓特展室

《公立、私立圖書館規則》，作為地方籌設圖書館

做完整的呈現，西川滿不僅對臺灣文學有所影響，也是最

的依據，至1943年，全臺公私立圖書館共有95所。

第三屆國家出版獎得獎作品導讀活動

賽德克‧巴萊 : 從小說到電影─夢想的實踐

《愛、理想與淚光：文學電影與土地的故事》

魏德聖（賽德克‧巴萊電影導演）嚴云農（賽德克‧巴萊小說作者）

路寒袖〈本書攝影‧前高雄市文化局局長‧作家〉

■ 時間：10/29（六）10：00-12：00

■ 時間：10/22（六）14：00-16：00

■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 地點：4F 4045教室

國片「海角七號」的肯定促使魏德聖導演籌畫多年的

本書以「文學．電影．地景」概念為出版主題，經過

「賽德克．巴萊」得以繼續進行拍攝，這部魏導花了十二年

多位電影人、文學人的討論與票決，揀選了三十部「文學

時間、終於集資七億台幣完成的台灣史詩英雄鉅片，完成了

電影」，延攬專人執筆，希望能為台灣文學與電影一路走

原本許多人認為不可能的任務！看過賽德克‧巴萊電影後，

來艱辛的進程留下歷史的證言。這三十部「文學電影」，

也許大家有很多問題想問導演。

從1966年的《幾度夕陽紅》至2008年的《一八九五》，將

早將藏書票介紹與推廣到臺灣的人，他在書籍設計及裝幀投注心力有豐富的意含；西

光復初期，原總督府圖書館由臺灣省行政長

2011年上映的電影是魏導夢想實現的成果，而小說則是

川滿經常邀請宮田彌太郎、立石鐵臣等名家製作封面的版畫，他再親自著色，使圖案

官公署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前身）接

2004年魏導拍試拍片要募資時，皇冠建議將電影劇本改寫成

近紀錄了半個世紀的歲月。
本書的地景部份，借重詩人路寒袖的攝影才華為台灣掌

小說，當作宣傳。小說是夢想的起點，電影則是夢想的實踐。

鏡，遠赴各地及澎湖離島，拍攝一系列現今的地景。透過電影中地景的今昔對照，加

不變動為原則，依地方制度設立縣市、鄉鎮圖書

臺 灣 學 系 列 講 座 阿里山在哪？阿里山認知差異初探

深我們對自己土地的認識與關愛，體悟台灣外在與內在真誠的素樸之美。

饗宴，相信能夠感受到書頁間所傳遞的溫暖。

館。1979年起，各地成立文化中心，致力於擴充圖書館之典藏；其後，文化中心升格

浦忠成（巴蘇亞.博伊哲努）（考試委員）

■定時導覽：9/4～10/16每週六、日10:00-12:00、14:00-16:00

為文化局，圖書館營運步入轉型期。2010年起新設5直轄市，圖書館均重行改隸、兼併

■ 時間：10/8（六）10：00-12：00

或新設，圖書館的經營將邁入新的里程碑。

■ 地點：4F 4045教室

生動豐富與當時黑白印刷截然不同，他也大量使用臺灣民間文化和傳統的元素作為裝

收，另設省立臺中圖書館。接收後，地方圖書館以

幀與創作的素材，開啟臺灣書籍文化的多元面貌，當您悠遊於西川滿華麗精緻的視覺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真理大學臺灣文學資料館
協辦單位：半線文教基金會

本次推出「臺灣公共圖書館一百年」書展，希有助於讀者瞭解臺灣圖書館事業的
歷史源流及其現況。

*當日活動有導讀內容「有獎徵答」，歡迎參加拿好禮。

第三屆國家出版獎得獎影片播放及映後座談
《玉山山腳下的布農之歌》

「阿里山」大概是臺灣最具有國際知名度的地
名，近年來，隨著旅遊事業逐漸興盛，以及商業行

周麗鈞〈本片導演〉

銷如茶葉、咖啡等的需求，它所涵蓋的範圍似乎越

■ 時間：10/1（六）14：00-16：00

來越大。甫離開嘉義市往東進入阿里山公路，尚未通 陳玉峰.陳月霞著:阿里山永遠的檜

主題書展

民國一百．讀享經彩

■時間：10/4～10/30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讀享經彩」乃國家圖書館邀集全國各地公共圖書館及學校圖書館合力
辦理之系列活動，期藉由本次書展吸引大眾加入閱讀中外古典名著行列，以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巡迴展

百年林業˙風華不滅

過中埔鄉頂六，即已陸續出現以阿里山物產標榜的商

木霧林原鄉

■ 地點：4F 4045教室
本片以原住民文化為主題，以布農族人做為主角，將原

店店招與廣告。舊日文獻的阿里山究竟是指涉哪個地方？它的範圍有多大？這個名稱是

住民與大自然共處的傳統智慧娓娓道出，傳遞了保育的觀

■時間：10/12～11/12

漢民所取或是居住現在阿里山鄉的鄒族原有的稱呼？這些疑惑有許多不同的答案，值得

念，更讓閱聽人飽嚐布農族藝術的饗宴，是一部令人驚豔的

■地點：國立嘉義大學蘭潭校區

深入探討，因之，演講嘗試針對阿里山鄒族部落耆老的記憶與說法進行整理，並搜羅文

紀錄作品。

圖資大樓1F展覽廳

獻如《諸羅縣志》、《嘉義縣志》等予以比對、分析，釐清其名稱產生、指涉範圍、資
*當日活動有導讀內容「有獎徵答」，歡迎參加拿好禮。

源觀念等演變的脈絡。

擷取古人生活美學經驗、厚植文化內蘊。展出內容如：「老殘遊記」、「牡

臺灣擁有極豐富的森林資源，日治以前已有西

丹亭」、「世說新語」、「紅樓夢」、「人間詞話」、「西遊記」、「山海

方植物學家來臺進行研究，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鑑

電子資源推廣課程

經」、「精選鏡花緣」、「唐吉訶德」、「仲夏夜之夢」、「浮士德」、「伊

於自然界調查乃產業政策之基礎，先後以東京帝國大

■ 時間：14：00～17：00 ■地點：1F 簡報室

學、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臺北帝國大學等

■對象：歡迎想認識與使用本館電子資源的民眾免費參加（課程前20分鐘開始進場）

王邦雄（淡江大學中文系所教授）

學術機構為中心，延攬專家學者來臺，針對臺灣森

■報名方式：1.傳真報名：29265415

■ 時間：10/12（三）14：00-15：40

底帕斯王」等圖書，讓您於建國百年之同時，亦能沉浸閱讀經典的喜悅。

林展開全面的調查和研究。本館館藏之《臺灣林業

2.電話報名：29266888轉2105 吳小姐

3.網路報名：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或公務人員終身學習網

史》、《臺灣樹木誌》、《臺灣植物圖譜》、《臺灣

日期

山林會報》、《臺灣の林業》及其他相關事業報告書

10/12(三)

音樂欣賞、時事與美語課程：「拿索斯線上音樂圖書館系列」、
「Taiwan News」、「AMC空中美語」

10/19 (三)

法律、商業、綜合類科（期刊）主題：「月旦法學知識庫」、「商業
周刊」、「經理人月刊」、「HyRead臺灣全文資料庫」、「CEPS中
文電子期刊服務」、「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

10/26 (三)

臺灣研究主題：「臺灣尋根網」、「後藤新平文書資料庫」、「日治
時期臺灣文獻全文影像系統」

等，是瞭解日治時期林業史重要的參考資料。今年度
特與嘉義大學合作，配合10/12（三）及10/13（四）舉辦的「2011阿里山林業100年紀念
國際研討會」，展出許多館藏林業類珍貴史料。

課程內容

與作家有約 《向儒道思想學情緒管理》

■ 地點：4F 4045教室
這部經典可以成為我們立身處世的依據。本書針對現代
人最關注十個講題，從人生智慧的追尋、自我超越到尋找生
命方向、學習情緒管理等，王邦雄老師以深入淺出的方式，
從孔子、孟子、莊子、老子等思想中，萃取出解決這些疑難
雜症的菁華，讓我們找到安身立命的目標，待人接物的方
法，更學會自我情緒管理，化解心中的煩惱與不安，調適自
我心境，坦然面對，成為可靠又可愛之人。

講座

展覽

少，可惜並未對外開放，日治初期臺灣文庫、石坂

終身學習系列講座

搞笑故事閱讀月

閱讀書目：「歪歪小學的荒誕故事」
作者：路易斯.薩奇爾(Louis Sachar)著 ; 柯倩華譯 ; 毛利繪
出版社：小魯文化

■ ■ ■ ■

日期：10/2(日)、10/16 (日)
時間：上午10：00─12：00
地點：B1樂學室
報名方式：

主題：關懷

樂齡學習e起來 facebook‧非試不可！電腦課程

■ 時間：雙週日 14：00起

時間：週三△上半場15：00-15：30 ▽下半場15：30-16：00

■地點：2F 電腦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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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三）△大熊的訪客 / 邵源源 ▽跟我做朋友好嗎?

/ 溫麗貞

10/12（三）△帝哥的金翅膀 / 閔繼英 ▽垃圾哪裡去了? / 曹玉玲
10/19（三）△▽喂！下車 / 曾琬妤
10/26（三）△▽古利和古拉

/ 章寶英、陳信美

1.免費參加，需事先報名，請於本館親子資料中心開館時間，向

■時間：第1場次

力。由講師教導樂齡讀者facebook應用技巧，並與生活結合。
※特殊事項：首次報名「樂齡學習e起來」電腦課程且全程參與者，將致贈精美禮物

■

樂齡「悅來閱健康」圖書導讀

愛閱獎勵：

1.每場參與活動之學童可集1點 (活動集點卡) 。

時間：15：00-16：00

■報名方式：於本館2樓服務櫃檯現場報名，每班招收50名。(每人最多可報名4場次)

地點：B1 樂學室

活動主題：
第2場次

10/11（二）退休族的健康管理-成為自己最好的醫生

第3場次

10/18（二）手足健康按摩

第4場次

10/25（二）寒冬臘月話養生~談冬季養生秘訣

※本次活動共分4梯次，本課程為圖書導讀課程，由講師以導讀方式依各次課程主題

■

親子影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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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二）蔬果養生健康秘訣

10/15（六）流浪的種子

日期：
▼ ▼

展出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樓

片名：冰原歷險記3：恐龍現身(電影版)(片長94分鐘 普 ）

時間：10/08（六）14：00開始放映

※特殊事項：全程參與4梯次「樂齡悅來閱健康」圖書導讀活動者，課程結束後將頒
發研習證書並致贈精美禮物1份。

越文圖書導讀活動

對象：家有3足歲以下（97年10月31日以後出生）幼兒之家長

地點： 1F簡報室

阮氏艷翠（越文老師）

名額：40名(已額滿)

簡介：看著蠻尼和伊麗甜蜜共組家庭、迎接即將出世小寶寶的喜

時間：10/30（日）14：30-16：30

德，也希望有自己的家庭，於是，一隻樹獺的異想天開，就從巧遇

地點：B1樂學室

三顆恐龍蛋萌生。當恐龍媽媽乾過癮的喜德，不久後當然被愛子心

1.免費參加，家長需事先報名，請持貝比的戶口名簿，於本

切的正港恐龍媽媽抓包，而且被帶入神祕的地底恐龍世界...。

【哥哥姐姐說英文故事】

3.參加家長之貝比須未滿３足歲，且未領過本館發給的閱讀禮袋。

10/01（六）11：00-11：45賓果歷險記
■ ■

2.每場講座受理40位貝比之家長報名，額滿為止。

5.家長全程參與講座後，可於講座結束後，憑貝比個人借閱證領取「閱讀禮

10/30(日)
茱 麗 葉 片長106分
就算諾言不曾實現，曾經愛過的回憶依舊存在。三段時空，三個為情所
困的茱麗葉。本片是三段影片的集合，分別為《該死的茱麗葉》、《兩
個茱麗葉》及《還有一個茱麗葉》，三段風格截然不同，有喜有悲、有
幻滅也有希望。

主題電影院 《樂齡有影嘸》影展
教育部100年重陽樂齡學習週、歡喜作伴學習趣計畫
■ 時間：每週四 14：00起 ■ 地點：1F 簡報室
10/06(四)
被遺忘的時光
The Long
Goodbye

錯置的情感、替換的時空、拼貼的記憶，一群被困在時
間河流裡的長者，透過導演以深刻的電影語言，珍藏了
這些人的歲月。

10/13(四)
生命之詩
Poetry

給人優雅、端莊印象的女主角，想將生活中的美好事
物，以詩歌的形式紀錄下來。然而，當病痛降臨，詩
歌，眼看將化為哀歌…

10/20(四)
回首念真情
Innocence

一對情侶五十年後再度相逢，雙方年齡都已超過七十
歲，卻再度墜入情網，且在彼此友誼之上發現智慧的增
長及富饒的生命真諦…

片長107分

片長139分

■時間：10/23（日）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10/27(四)
陪你到最終
Reach For Me

不要問還能活多久，而是問如何活的更精采！當頑固的
癌末老人，遇見堅強又美麗的女主角，在她的陪伴下終
於逐漸敞開心胸。

片長94分

片長107分

介紹有趣而實用的越文圖書，並說明如何免費辦理借書證和圖書外借。
※課程結束後將進行「有獎徵答」活動
Chủ đề: Buổi giới thiệu sách báo và băng hình tiếng Việt

館親子資料中心開館時間，向親子一樓服務臺報名。

4.請於參加活動前，請為貝比辦理個人借閱證。

大導演侯孝賢的作品。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背景，三段人生的最好時光
。女主角舒淇分別於西元1911、1966和2005的三個年代裡，彷彿「緣定
三生」般地和男主角張震談了三段愛情，展現多變的演技。

介紹健康養生相關書籍。

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

■ ■

日期：10月1日－10月30日

第1場次

10/01（六）小火車做到了

對象：4-8歲兒童及家長，自由參加（活
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展出恐龍相關主題的兒童圖書。

■對象：55歲以上讀者

▼ ▼ ▼ ▼

親 子 主 題 書 展 在圖書館遇見恐龍

■時間：10月份每週二14:00-16:00 ■ 地點：B1 樂學室

繪 本 童 書 園 聽故事時間

■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本課程為進階實用課程，課程參與者需具備電腦基本操及網際網路基本應用能

教育部100年重陽樂齡學習週、歡喜作伴學習趣計畫

3.每場30位名額，額滿為止。可參加單場。

3.參加「Booktalk 愛閱派」活動，集4點以上可兌換愛樂禮1份 (文具用品)。

10/7（五）14:00-16:00

（1人限領1份）。

2.歡迎使用網路線上報名。本館網址：http://www.ntl.edu.tw/

有機會抽得共讀用書1本。

第2場次

■ 報名方式：於本館2樓服務櫃檯現場報名，每班招收18名。(每人限報名1場次)

親子一樓服務臺或電話報名。

2.10/16活動結束後，提供當月活動用書15本抽獎，凡全程參加當月2場活動之學童，

10/7（五）10:00-12:00

建國百年系列影展《臺灣篇》Ⅱ

10/09(日)
最好的時光 片長132分

■對象：55歲以上讀者(已額滿)

親子活動

名額：30名

假日電影院

影片欣賞

對象：國小3至6年級學童

教育部100年重陽樂齡學習週、歡喜作伴學習趣計畫

故 事 童 樂 會 聽故事時間

▼ ▼ ▼ ▼

Booktalk 愛閱派

地點： B1樂學室
對象： 8歲以上兒童及家長

袋」1份，每位寶寶以領取1份閱讀禮袋為限。

自由參加（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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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單位：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應用外語系

洽詢電話：29264075、29266888#3104。

指導：郭筱晴老師

Nội dung chương trình: Nhằm giới thiệu những cuốn sách hay và băng hình hấp dẫn, bổ ích và rất hữu dụng trong
cuộc sống hằng ngày , đồng thời hướng dẫn các bạn về thủ tục làm thẻ bạn đọc và cách
thức mượn sách báo (miễn phí) của thư viện.
Người thuyết trình: Cô Nguyễn Thị Diễm Thúy.
(Giáo viên tiếng Việt , Trung Tâm Ngoại Ngữ Thời Đại)
Thời gian: 2:00 ~ 4:00 chiều (chủ nhật) ngày 23 tháng 10 năm 2011.
Địa điểm : Phòng họp báo , tầng trệt , nhà triển lãm Đài Loan thuộc thư viện Trung Ương Quốc Gia.
( Địa chỉ: Số 85 đường Trung An, khu Trung Hòa, thành phố Tân Bắc.)
Thông tin giao thông: Đi tàu điện ngầm tuyến Nam Thế Giác ( Nanzhijiao) – Trạm chợ Vĩnh An, sau khi đi ra cổng
đi bộ khoảng 5 phút thì đến thư viện Trung Ương.
《Sau khi kết thúc buổi hội thảo sẽ có chương trình 「 Hỏi đáp có thưởng」
》

普 ：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未滿12歲之兒童不得觀賞！
：未滿6歲之兒童不得觀賞，6歲以上12歲未滿之兒童須父母、師長或成年親友陪伴觀賞！
★簡報室座位計有65席（含工作人員1席），影片放映前30分鐘開放入座，額滿為止★
★額滿未能入場之讀者，歡迎至2樓視聽櫃臺登記借閱回家欣賞或逕於本館影片欣賞區內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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