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期終身學習研習班招生

新春揮毫迎新年

■ 招生對象：凡年滿13歲對本研習班有興趣即可報名。

■ 時間：1/22（六）14：00-16：00
■ 班別：開設有押花藝術、書法、瑜珈、水彩、國畫、素描粉彩….等課程。
每班報名人數不足18人則不開班。

數位電視加油站
新視波有線電視回饋收視戶，凡收視戶憑有效期間內收據，可至活動現場領取新
年小禮物一份（一戶限領一份），現場還有趣味拼圖遊戲，完成後大聲說出拼圖上秀的

新 年 吉 祥 月 曆 D IY

備取繳費日期：1月25日-1月28日(上午9時至12時,下午1時30分至5時)

新視波有線電視免費提供年曆DIY材料．大小朋友一起來發揮無限的創意，就可以
擁有獨一無二的2011年曆。（數量有限，送完為止。僅開放現場製作，不提供材料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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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

地方機關公益宣導活動
-資源回收集點贈獎(中和清潔隊)（限光碟、電池）

下午
14:00
|
16:00

書 法
吳啟禎老師
名額︰24人

古箏（16弦箏）
魏德棟老師
名額：20人

古箏（21弦箏）
魏德棟老師
名額：20人
蝶谷巴特
洪美后老師
名額：18人

拼 布
陳美玲老師
名額：24人

水 彩
周榮源老師
名額：24人
毛線編織
林鳳珠老師
名額:24人

躬能瑜珈
李郁清老師
名額：18人
音樂賞析
熊思音老師
名額：50 人

國畫彩墨
陳 輝老師
名額：24人
成人電腦
（進階班）
王祥安老師
名額：18人

芳香療法DIY
何品誼老師
名額：24人
意象素描
王 陞老師
名額：24人

國畫花鳥A
蔡麗雲老師
名額：24人
成人電腦（基礎
班）
楊憲民老師
名額：18人

-預防詐騙有獎問答(中和第一分局)
-稅務達人有獎問答(中和稽徵所)

晚上
19:00
|
21:00

塑身瑜珈
李郁清老師
名額：18人
英文會話
蕭志億老師
名額:24人

素描粉彩
歐紹合老師
名額：24人

情上尉KEN對談之後，更明白了男性對於愛情的看法。她希望所有讀者都能像她一

玉兔迎新‧好書交換

攝影園地
周鶴輝老師
名額：24人

■申請時間：100年1月1日至31日
■收件方式：請親送或郵寄至本館
（收件人請註明推廣組申請101年1-6月雙和藝廊展覽）
■有關展覽檔期事宜請洽本館服務台或網站索取申請表

《一定要懂的就醫&住院醫療常識》
張之申（本書作者）
■ 地點：4F 4045教室
看病要看對科，不要病急亂投醫，最後沒藥醫。看
病、治療如同考試，事先做好功課，擁有就醫常識，才能更容易恢復健康。我們都

是，該不該掛急診？應該要看哪一科？以及，該詢問醫師哪些問題才能清楚了解自

就是在教你找對醫院、看對醫師、正確用藥以及醫病溝通要領，破除健檢迷思，並

臺灣學系列講座 南部的廟會陣頭—

3.電腦書籍須最近5年內出版者。

謝國興（中研院臺史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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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間：1/8（六）10：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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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電影院 幸福˙旅程
■ 時間：每週四14：00起

1/06（四）

喜馬拉雅

1/13（四）

幸福的彼端

1/20（四）

臺灣民間信仰的生活記憶與文化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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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計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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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10月10日慶祝國民政府成立三十週年的盛典上，一名汪精衛
政權的機要大員遇刺身亡，引起一片譁然……諜報華語電影經典佈
局巧妙,結局難料!另人大呼精彩。

■ 地點：1F 簡報室

一個與世隔絕的山村，一趟難得的行旅，簡單
卻動人的好電影。

片長104分

十年的光陰，一對夫妻的關係，平淡中看見幸
福的感人。

片長141分

一個打動人心，關於親情、友情、愛情、信仰
的感人故事。

片長110分

為愛與親情找一個家，最溫暖的希望，一部感
人勵志的電影。

片長108分

教你避免院內感染的技巧。

2.圖書封面及內頁須清潔完好，無破損、污損或塗鴉情形者。

■ 換書方式：

片長117分

知道生病、不舒服的時候要看醫生，不過多數人並不清楚明瞭現在的醫院分級制度

醫生，但若是因為弄不清楚看病的要領，將因此失掉寶貴的健康、甚至性命。本書

■ 收書原則：

週三 9:30 - 11:30 (自行參觀)
週三 14:00 - 17:00 (預約導覽)

■ 時間：1/12（三）14：00～16：00

■ 收書地點：3F 服務櫃台

5.民眾所提供交換之圖書資料，由本館統籌處理。

101年 度1-6 月雙和藝廊申請開始

與作家有約

己的病況？……諸如此類的問題，在生活中不勝枚舉。雖然我們也許不需要常常看

■ 換書地點：B1 樂學室

本片網羅中港臺眾多知名的明星參與演出。
藉由一個壯烈的時代描寫來自四面八方的革命志士及販夫走卒，
他們各有不同的懷抱卻為同樣單純的目的，前仆後繼、義無反顧的
犧牲生命………

1/23(日)風聲 The Message

■ 收書時間：1/14~1/21(週一休館，週二至週日14:00-19:00)

■ 換書時間：1/22（六）14：00~16：00

片長130分

樣，在愛情的修鍊之路上更加豁達開朗，並能從中學習到許多珍貴的智慧。

的差異何在？甚麼狀況應該去診所就診、甚麼時候應該直奔大型教學醫院掛號？或

1.書籍需有版權註記。
國畫山水
盧錫炯老師
名額：24人
塑身彼拉提斯
褚 文老師
名額：18人

個問題背後總有答案，所以她一點一滴地釐清了其中的是非曲直。特別是在她與愛

『數位電視的特色』，就可以獲得各頻道商的精美贈品喔！

備取請等候電話通知再依順序前來繳費

上午
10:00
|
12:00

愛情是一門必修的教育，戀愛也是談出來的，【下班女王】朱衛茵相信，每一

影片欣賞

■ 報名方式：
網路報名：1月11日上午10時至1月15日24時(取消網路報名請於1月16日前)
無法使用網路報名者,可於1月11日上午報名期間至本館二樓電腦教室請館員協助報名

■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建國百年系列影展《神州篇》

1/09(日)十月圍城 Bodyguards and assassins

講座

■ 時間：1/15（六）10：00-12：00

並可獲得書寫好的春聯。

古典押花藝術
王玉鳴老師
名額：24人
彼拉提斯
褚 文老師
名額：18人

■ 時間：雙週日 14：00起
■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書法名師揮毫贈春聯

■ 費用：每人每班新台幣2,000元，材料費上課時另繳。

上
班
課
上 別
日
課
教
期
時
師
間

戀愛時當好情人，結婚後做好朋友
朱衛茵（下班女王）、ken（愛情上尉）

除舊布新迎好年！邀請書畫名家現場書寫春聯，民眾不但欣賞到名家揮毫的功力，

正取繳費日期：1月18日至1月21日(上午9時至12時,下午1時30分至5時)

假日電影院

■ 地點：B1 文化走廊

新春活動

■ 授課時數：16週，每週上課一次（2小時）。

終身學習系列講座

蜂蜜罐上的聖瑪利

1/27（四）

奇妙的旅程

■ 地點：4F 4045教室
廟會指定期或不定期，因神誕慶祝
或進香、請水、建醮活動，舉行一天或一
天以上的神明出巡繞行一特定區域（祭祀
圈、交陪境）之活動，必動員村莊（社
區）居民，神轎、藝陣齊出，香陣成列。大型的廟會主軸有二：一方面是進行祈福
消災的宗教科儀法事，道士、案公主其事；另一方面是繞境遊神，香客、信徒與香
境內居民參與，陣頭是繞境活動過程中的主角。臺灣南部地區廟會迄今保存較多傳
統宗教儀式，鄉里居民自組的陣頭數量也較多，形式豐富多元，頗能呈現臺灣民間
社會的生活記憶與文化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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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提醒大家依影片分級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簡報室座位計有65席，國際會議廳座位計有500席，影片放映前30分鐘開放入座，額滿為止★

「有你好幸福」書展
展出以「幸福」、「快樂」為主題的兒童圖書
■日期：1/2~2/27

目眩神迷‧萬花齊放－日治時期博覽會類書展

時間：週三△上半場15：00-15：30
▽下半場15：30-16：00
對象：4-8歲兒童及家長
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

主題：幸福
1/05（三）△沒有名字的貓 / 邵源源

▼

▽最幸福的禮物 / 洪秀鳳
1/12（三）△潔西過大海 / 林麗容、洪素娥

▼

▽帶來幸福的酢漿草 / 溫麗貞
1/19（三）△熊寶寶找幸福 / 陳信美

▼

▽幸福的滋味 / 洪秀鳳
1/26（三）△白雲麵包 /章寶英
▽回到世界上最美的村子/ 張慧民

「快樂寒假‧悅讀不丹」寒假閱讀學習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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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1/21~2/27
■領取方式：1月21日起親至本館親子資料中心領取或至本館網頁下載學習單。
■對象：國小學童

繪 本 童 書 園 聽故事時間
地點：B1 樂學室

「探索幸福‧快樂的不丹王國」
紀錄片欣賞
■地點：1F 簡報室

日期：
1/15（六）老鼠湯
1/29（六）跳跳O

親子影片欣賞

■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片名：你所不知道的不丹-不丹的秘密

片名：五歲的心願

片長：53分鐘（英語發音、中文字幕、普遍級）

片長：87分鐘
（動畫、中文發音、普遍級）
時間：1/8（六）14：00開始放映
地點：1F 簡報室

▼

時間：1/22（六）14：00開始放映

博覽會於19世紀中葉在歐洲興起後，歐美各
國競相舉辦。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大量吸收西洋
文化，舉辦博覽會的風潮在日本國內逐漸形成。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積極參與日本國內乃至於國
外的博覽會，展示臺灣物產、人文及風俗，以吸
引日人資本家來臺投資，同時也展示日本治臺之
政績。

（英語發音、中文字幕、普遍級）
時間：1/29（六）14：00開始放映

■時間：1/11～2/6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今年開卷好書獎‧圖書館聯展分為五大主題，分別為：
（一）十大好書‧中文創作：十五顆小行星、在咖啡館
遇見14個作家等計8本圖書。
（二）十大好書‧翻譯：白噪音、畢斯華斯先生的房子 、對與錯的人生邏輯課等計9
本圖書。
（三）美好生活書獎：老爸給我的最後一份禮物、幸福的雪域宅男：我的西藏原味生
活、蓋自然的家屋等計10本圖書。

此外，總督府也將各類博覽會引進臺灣，次
數頻繁，種類多元，如規模較小的品評會、規模
較大的共進會，以及特定主題之衛生展覽會、教

（四）最佳青少年圖書：布魯克林有棵樹、我是如此愛慕你、一次看懂自然科學等計5

育展覽會、產業展覽會等。

（五）最佳童

本館典藏的各種博覽會會誌、寫真帖，以及
配合各種展示活動發行的報告書等，皆是瞭解當時各種展示活動不可或缺的資料，同
時讓讀者瞭解總督府如何透過展示活動建構起臺灣的形象。

本圖書。

書：狐狸的錢
袋、文字工廠等
計6本圖書。
歡迎有興趣的民

東南亞多元文化展－越南、印尼、泰國及緬甸

眾，蒞臨閱讀。

■時間：即日起～1/30
■地點：1F 大廳
國內新住民人口逐年

海山人體畫室2011年聯展

增加，為滿足新住民朋友學

■時間：1/4～1/30

習及休閒之需求，本館特於

■地點：4F 雙和藝廊

二樓規劃「多元文化資源

「海山人體畫室」95年由楊春鴻老師創立，

區」，提供越南、印尼、泰

隸屬於國立海山高工進修學校第二專長班。楊老

國及緬甸等四國語言之圖書

師本身習畫十多年，經常尋訪台北地區各家畫

資料。本展覽與大豐國小、積穗國小、賽珍珠基金會、中華民國緬甸文化交流協會、

室，希望找到一個雅靜的創作場所，提供喜愛人

世界宗教博物館及樹林國小合作，展出泰國、印尼、越南及緬甸等四國文化介紹及文

體畫的人士固定習畫的空間。稟持這個初衷，楊

物展覽，提供新住民、新臺灣之子及一般民眾了解彼此之文化，以期提高文化之接受

老師向當時任教的海山高工申請開設人體畫班，

與認同。

至今已邁入第五年。畫室成員來自各行各業，有

片名：你所不知道的不丹-雷龍之國
片長：55分鐘

2010開卷好書獎

時間：15：00-16：00
▼ ▼

■獎勵品兌換：活動期間，完成閱讀學習護照，可集活動點數2點及閱讀認證。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對象：4-8歲兒童及家長
自由參加（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樓

■時間：即日起～2/1

主題書展

專業畫家、美術老師、設計師、網路編輯、退休

重修舊好─圖書修護成果特展

人士等。每週六上午九點到十二點，畫室成員
十餘人就在瀰漫現煮的咖啡香氣、輕柔的音樂聲

■時間：即日起～3/31
■地點：5F 特展室
本展覽以圖文述說加強修護工作的基本流程暨儀器設備介紹等，並透過館藏珍貴
的圖書、檔案及文物，帶領大家瞭解圖書館一頁裝裱修補歲月的故事。

中，輕鬆自在地開始作畫。本展作品類型豐富，有水墨畫、油畫、粉彩、水彩、壓克
力、數位影像。透過這次聯展，希望吸引更多知音同好一同進入人體畫的美好世界，
期待社會大眾以美學的角度思維接納我們最熟悉最親近的「人體畫」。

展覽

地點：B1 樂學室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樓

親子活動

■對象：國小學童

▼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故 事 童 樂 會 聽故事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