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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書展　100年度金書獎
■時間：11/29~12/31 (六)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為鼓勵出版業界及作(譯)者出

版有益中小企業經營者閱讀之叢書，歷年來委託中華民

國管理科學學會辦理甄選金書活動，均獲得廣大迴響。

金書獎以企業管理為主要評選對象，內容須符合有益中

小企業經營及發展、提升經營效率、健全管理制度等。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於本年度選出12本優良得獎圖書，例

如：「《facebook臉書效應》從0到7億的串連」、「為

什麼A+巨人也會倒下」、「玩美法藍瓷：陳立恆的文創人生路」、「賦權：當責式管

理的延伸實踐」等，本館期藉此次書展帶動中小企業讀書風氣，提升其經營管理水

準，亦讓民眾一窺金書獎優良圖書全貌。

蕭采之油畫創作個展—宅居生活
■時間：12/17～12/28

■地點：4F 雙和藝廊

這個展覽的主題為「家」。家是人誕生於世與

進入社會的橋梁，是每天生活主要的重心和地方，身

為創作者，總是希望能夠以最誠摯的態度與最根源於

內心的強烈力量去表現其創作，家作為目前生活的重

心，被選擇作為我個人創作最初的研究主題，但當我

在創作時，越是想表現家庭帶給我的美感體驗：單純

與潔淨，卻越感受到一種距離感，彷彿這些唯美的體

驗都只是每日宅居家中、淺薄無知的自己對家庭生活

的老套憧憬，在對生活記憶的不信任之下，我以感知

取代情節描繪平淡卻映藏著魅影的家生活眾像。

終身學習系列講座   這時代青少年的十二不同

王浩威（醫師、作家)

■時間：12/25（日）14：00-16：00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我們大人總覺得自己曾經是青少年，所以就很瞭解

青少年。

我們總是如此，自己經驗過的，是比書上讀過的要

深刻多了。何況，青少年是自己最刻骨銘心的階段之

一，更是認為自己很瞭解他們了。

然而，果真這樣嗎？

當然不是。如果是這樣，所有父母也就不會覺得和

青少年的孩子相處是挑戰了。 

在這演講中，講者將從生理、心理、和社會結構，提出這時代的青少年和我們

過去成長經驗的不同。藉由這十二項主要的差異，希望能提供需要和青少年相處的

成人們做參考。

與作家有約 

人間真性情-蘇東坡的處世風格與作品導讀

曾聖益（輔仁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時間：12/14（三）14：00-15：40

■地點：4F 4045教室室

蘇東坡被列為中國的大詩人兼散文家。此外，他還是

第一流的畫家和書法家，著名的清談客，也是大旅行家，

更是第一個把佛教哲學注入儒詩的詩人。其詩，詞，賦，

散文，均成就極高，且善書法和繪畫，是中國文學史上罕

見的全才。

蘇東坡作品多以詩詞為主，當他被貶去杭州時，他

的詩詞才到最高峰的時候，然而，他的政途坎坷，故他的

作品總是帶著一股壯志未伸的感覺呢。他的思想出入儒道，雜染佛禪，既能關注朝政

民生，保持獨立的見解，又能隨緣自適，達觀處世。宏博通達的學識才華和飽經憂患

的人生體驗，也玉成了蘇軾詩歌體裁多樣，內容廣博，立意新奇，呈現出「吞五湖三

江」的氣象。本講座將透過蘇東坡的處世風格與作品導讀，讓讀者一同賞析蘇東坡之

人間真性情。

本課程提供公務員及教師認證，請先至「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或「全國教師

進修網」登錄。

古箏音樂會   正心箏意百年情

一、主辦單位：台北正心箏樂團

二、協辦單位：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全球中華文化藝術薪傳獎

當選人聯誼會

三、演出單位：台北正心箏樂團

■時間：100年12月14日（星期三）

19:30-21:30

■地點：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B1國際

會議廳

主題內容： 

1.介紹古箏多樣化的演奏形式：獨奏、齊奏、重奏、伴奏。讓觀眾欣賞到這流

傳了兩千多年的傳統國樂器—古箏的演奏形態和特色。喚起大眾對中華傳

統音樂藝術的欣賞和重視，進而體認中華文化的優美、博大、深遠，進而知

之、 好之、樂之，並發揚光大。

2.用魏德棟老師創新改良的特殊箏族樂器彈奏，讓古箏音樂交響化。

臺灣學系列講座  

漂流與漂流紀錄：清代臺灣沿海的外國船難事件

劉序楓（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時間：12/10（六）10：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臺灣四面環海，處於環中國海域的中心位置，當南北往

來要衝。由於受季風、颱風、洋流及沿海暗礁等海象因素影

響，海難事件時有所聞。本次演講主要著重近代以前漂到臺

灣最多的琉球、朝鮮及日本等三國難船之處理為例，首先介

紹各國相關紀錄的現存狀況，並以清朝官方文書檔案與上述

三國相關史料比對，試探討清朝政府對外國難船處理模式之

形成與變化，最後再討論在傳統東亞國際秩序下，漂到異域

難民的遣返問題。

朝鮮船（1819）

清代檔案中的海難史料目

錄

琉球 漢文集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航行中的意外旅程－館藏漂流文獻展

蕭采之 繪

《長耳國漂流記》

漂民圖像

撞球與撞球棒

撞球臺

《漂流叢書》(漂流奇談

全集原稿本)

■時間：2011/12/13～2012/3/11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漂流文獻泛指海難相關紀錄及漂流事蹟。十六世紀中

葉開始，各國海上活動頻繁，海難紀錄及漂流事蹟大量增

加。這些紀錄與早期個人撰寫的航海遊記或航海見聞錄不

同，往往留有詳細的調查紀錄。

本館館藏漂流文獻的蒐集始自第五任館長山中樵。

1929～1930年，陸續從東北帝國大學、宮城縣圖書館、內

閣文庫、石井研堂氏、長崎縣立圖書館等處抄錄漂流相關

事蹟。除了與臺灣有關的漂流文獻外，亦蒐集其他的相關

資料，約60餘種，大部分為珍貴的手抄本，內容多是以江

戶時代候文體書寫之文字手稿，其中亦不乏精美圖繪。

漂流事件的研究，不僅為研究海上運輸、貿易、氣

象、海難救助制度及海底沈船等議題的重要史料，也是探

索各國關係史、文化傳遞研究等議題的重要素材之一。期

透過本展覽讓讀者了解漂流文獻，進一步推廣本館館藏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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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 本 童 書 園 聽故事時間

時間：15：00-16：00(單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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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03（六）希臘神話─王族星座

▼ 12/17（六）第100個客人

主題電影院  經典國片˙懷舊系列
■時間：每週四 14：00起  ■地點：1F 簡報室

12/01(四)

春花夢露

A Drifting Lift

本片以半紀錄片方式描述早期臺灣農村及人們生活的樣貌；

細心描述臺灣「老、中、青」三代女性的生活縮影與變遷。

片長117分 

12/08(四)

嫁妝一牛車

The Ox-Cart  

For Dowry

「用老婆換牛車」，老實純樸、有些耳聾的丈夫為了生活，

無奈地接受現實的捉弄，一個貧賤夫妻百事哀悲傷小人物的

故事……。

片長98分 

12/15(四)

美麗在唱歌

Murmur Of Youth

兩個叫美麗的女孩，在各自的世界裡漂泊著青春悲喜。直

到有一天，造化讓她們在「非請莫入」的售票亭裡相遇相

知……。

片長105分 

12/22(四)

慈悲的滋味

Taste Of Mercy

一棟三層的樓房，一個心地善良的老太太，一群心有所圖的

鄰居。老太太對貧窮的同情，卻引發了人性中的自私與貪

婪。

片長96分 

12/29(四)

小鎮醫生的愛情

Loves Of A Small 

Town Doctor

小鎮醫生暗暗喜歡家裡新來的護士，一天早上，醫生竟無故

失蹤了。大家都荒了，醫生怎麼了，這種事從來沒有發生

過……。

片長9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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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滿12歲之兒童不得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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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您依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聖誕音樂劇】薇薇和蒂蒂的願望

■時間：12/18 (日)

■ 第一場次：下午 2：00 ─ 3：30

■ 第二場次：下午 4：00 ─ 5：30

■ 地點： B1國際會議廳

對象：3歲以上兒童及家長(每場次可容納500位)

自由參加（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演出團體：台灣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

■片名：小瓢蟲的聖誕節(片長60分鐘   ）

■時間：12/10（六）14：00開始放映

■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地點：1F 簡報室  

小瓢蟲米亞與提姆從小就快樂的住在森林裡，每年

都殷切地盼望聖誕節，終於，冬天來了，當米亞與提姆

正要享用耶誕大餐，打算拆禮物的時候，卻忽然來了場

驚人的大地震！被震暈的兩人在醒來後出門一看，原來

這不是大地震，是他們的家被人類砍來當耶誕樹了！ 

這下子，他們連自己的家都找不到，又該怎麼度過

這個難忘的聖誕節呢？出現在他們眼前只有斗大的空間

和奇怪的擺設，以及人類家庭裡的各式昆蟲。這些住在人類家裡的蟲子們，不斷給提

姆和米亞幫助，也帶他們認識人類的住所，但是習慣森林生活的米亞與提姆，終究還

是想回到大自然的懷抱，他們該怎麼逃出人類的家回到森林？昆蟲們又會給他們什麼

樣的幫忙呢？

親 子 影 片 欣 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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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姐姐說英文故事】
時間：15：00-16：00

12/04（日）A Color of His Own

12/18（日）The Gruffalo

地點： B1樂學室

對象： 8歲以上兒童及家長

自由參加（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演出單位：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應外系英語志工團

指導：郭筱晴老師

故 事 童 樂 會 聽故事時間

主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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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07（三）△ 感恩之門 / 邵源源

　　　　　　 ▽ 永遠的桂花香 / 溫麗貞

▼ 12/14（三）△ 波利，聖誕快樂 / 閔繼英

　　　　　　 ▽ 誰要幫助 / 曹玉玲

▼ 12/21（三）△ 謝謝你 / 陳信美▽ 乞丐貓 / 林秀麗

▼ 12/28（三）△▽沙漠中的一桶水 / 章寶英、陳信美

假日電影院   愛    聖誕 
■時間：12月雙週日 14：00起   ■地點：1F 簡報室

12/11(日)

愛的自由式  Welcome 片長110分

為了愛，你能游多遠？
水溫10℃、距離3萬4千公尺。為愛他要泳渡無情大海。法國移民局說：「
從沒有人像他那樣偷渡！」
自從女友移居英國，十七歲的伊拉克少年便決定離開，進行了一場橫跨歐
洲的冒險之旅。

12/25(日)

愛在聖誕夜 Home for Christmas 片長106分

挪威暢銷短篇小說Only Soft Presents Under the Tree改編，描述十六位
小人物在聖誕夜的故事。
平安夜，聖善夜，家家戶戶透著暖暖光芒，但有些人卻在這麼幸福的時
節，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

Booktalk 愛閱派　奇幻小說閱讀月(已額滿)

閱讀書目：「我是老鼠」

作者：菲力普.普曼(Philip Pullman)著 ; 

　　　陳瀅如譯 ; 滿腦袋繪

出版社：繆思文化

對象：國小3至6年級學童

名額：30名

■日期：12/4(日)、12/18 (日)

■時間：上午10：00─12：00

■地點：B1樂學室

報名方式：

1.免費參加，需事先報名，請於本館親子資料中心開館

時間，向親子一樓服務臺或電話報名。

2.歡迎使用網路線上報名。

　本館網址：http://www.ntl.edu.tw/

3.每場30位名額，額滿為止。

4.可參加單場。

愛閱獎勵：

1.每場參與活動之學童可集1點 (活動集點卡) 。

2.1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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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抽得共讀用書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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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 讀 起 步 走 (已額滿)

對象：家有3足歲以下（97年10月31日以後出生）幼兒之家長

名額：40名(已額滿)

時間：12/25（日）14：30-16：30

地點：B1樂學室

1.免費參加，家長需事先報名，請持貝比的戶口名簿，

於本館親子資料中心開館時間，向親子一樓服務臺報

名。

2.每場講座受理40位貝比之家長報名，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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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請於參加活動前，請為貝比辦理個人借閱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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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禮袋」1

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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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比爸媽閱讀講堂（0-3歲嬰幼兒閱讀推廣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