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
片
欣
賞

展
覽

臺灣人眼中之墨西哥 攝影展
■日期：即日起～6/30

■地點：1F大廳及歷史走廊

本展覽為讓民眾認識多樣的墨西哥風俗與文化，安

排墨西哥商務簽證文件暨文化辦事處展出「臺灣人眼中

之墨西哥 攝影展」，由攝影師陳璟鴻先生，於2007到

2010年間在墨西哥工作、學習西班牙語及遊覽見聞的攝

影記錄。 

一般人從新聞或美國電影中認識的墨西哥，如熾

陽、沙漠、仙人掌都是電影中拼湊的墨西哥，似乎不是

危險的國家，就是滿布乾燥沙漠及仙人掌，但他的鏡頭

不再瞄準這些刻板印象，他企圖拍出繽紛熱情的墨西

哥。在陳璟鴻的鏡頭下，不論是在街頭販賣編織手環或

路邊的民宅都有色彩鮮明的裝扮，出色的表現方式，期

待讓大家認識墨西哥人們心中的熱情。

假日電影院   彩虹　　　之愛

■時間：雙週日 14：00起   ■地點：1F 簡報室

主題電影院   凝視        墨西哥 

■時間：每週四 14：00起   ■地點：1F 簡報室

6/12(日)17歲的天空 Formula17

片長92分 
一部青春同志愛情喜劇，以臺北時尚生活為背景，一群帥到不行
的大男生玩起愛情遊戲，著眼於打造一個同志烏托邦，並將台灣
首次同志大遊行放入片中。
本片畫面賞心悅目，攝影剪輯跳脫以往國片的形式。

6/26(日)藍色大門 Blue Gate Crossing

片長83分
男主角自我介紹「我叫張士豪，十七歲、O型、天蠍座、游泳隊吉
他社，我還不錯喔！」女主角卻總是催眠自己「我是女生，我愛
男生」始終不願面對自己的她，這八個字成了一種奢望。
一段青春記事，牽動年少輕狂的回憶…

6/02(四)

純真11歲

故事發生於80年代薩爾瓦多的內戰，烽火蔓延造成許多人流離

失所……。

本片榮獲2005年柏林影展水晶熊獎最佳影片。

片長111分 

6/09(四)

英雄不流淚

敘述墨西哥傳奇人物「吉他殺手」的故事。

帶著濃厚的墨西哥色彩，分鏡構圖和攝影技巧上，均非常像一

部節奏明快的長篇「MTV」。

片長104分 

6/16(四)

揮灑烈愛

依據墨西哥最著名的女畫家佛烈達卡蘿（Frida）生平改編而

成之電影。佛烈達卡蘿的一生坎坷崎嶇，而她的強烈個性也在

她的畫作上表露無疑。

片長125分 

6/23(四)

情慾逗我心

改編自墨西哥女作家安琪拉瑪絲特蕾塔（Angeles Mastretta

）轟動全球的同名小說，經由一個女性的人生，反映出墨西哥

近代史。

片長110分 

6/30(四)

危險情人

一支受到詛咒的「墨西哥」古董手槍和一段充滿驚險刺激的愛

情邂逅。本片是一部融合愛情通俗劇、黑幫電影和神經喜劇的

複合類型影片。

片長124分 

普：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未滿12歲之兒童不得觀賞！  未滿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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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終身學習研習班成果展
■時間：6/2～6/14

■地點：4F 雙和藝廊

為發揮社教功能、增進民眾知識、充實

休閒活動、提昇藝文欣賞能力，並做為各班與

各學員間互為觀摩交流學習之機會，特別辦理

藝文研習班成果展。本次展出內容，包括：粉

彩素描班、意象素描班、拼布班、水墨畫班、

書法班、攝影班、蝶谷巴特班等研習班學員作

品。並於6月8日（星期三）下午2時，於B2多

功能表演廳舉辦理古箏班成果發表會。

央圖臺灣分館從傳統技藝研習，延伸為多元的藝文才藝研習，參加的學員，除

充實休閒生活外，又能學習第二專長，並提昇競爭力。本次成果展，以成人藝文研習

班作品為主，每一件都是學員們用心努力創作，所展現出來的學習成果。參加藝文研

習班的學員，有學生、家庭主婦、上班族及退休的銀髮族等，顯示出學習是沒有年齡

和職業的限制。歡迎對藝文研習有興趣的朋友，蒞臨參觀指教，洽詢電話：（02）

29266888分機5402。

生活百寶‧主顧橋梁─館藏日治時期廣告類書展
■時間：5/24～7/31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廣告」指廣告主以付費及指定的形式、內容和管

道，將擬發布的訊息傳遞給不特定的個人或群體。日治時

期較常見的傳遞方法，可分為平面廣告、廣播廣告、商家

招牌廣告等。本次書展以刊載於報紙或雜誌中的平面廣告

為介紹重心，偏重其文字、繪畫表現。

第一份在臺灣發行的報紙為1896年刊行的《臺灣新

報》，翌年另有《臺灣日報》問世，1898年兩報合併成為

《臺灣日日新報》。初期報紙刊載的廣告以公告船期訊息為

大宗，其後，藥品廣告漸次增加。

報紙廣告的優點為宣傳快速而廣泛；費用低廉；立即刊

登，具時效性；發行量大，增加商品的權威等。缺點則為黑白

印刷、色彩單調；報紙發行份數多則廣告價格高。雖有以上缺

點，但報紙仍為廣告的主要刊載園地。

隨著雜誌漸次流行，雜誌廣告成為一種新趨勢，其優點為

紙張優良、彩色印刷，吸引讀者注意；讀者較為固定。缺點是

須於1～2個月前即備妥原稿，且除少數大眾化雜誌之外，一般

發行份數較少。

本次廣告展區分為食、衣、住、行、育、樂及其他等項，

並結合臺北市廣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提供的戰後廣告，以及大

屯文化工作室郭富先生提供的展品，呈現廣告在生活史中的

重要性及趣味性。

王耀銘書法個展
■時間：6/17～6/30

■地點：4F 雙和藝廊

王耀銘執著耕耘書畫藝術歷經二十餘年,尤其在

書法上廣研各名家碑帖,在多見、多聞、多臨外自

己更是融會貫通，創作出獨特風格的好作品，對於

學生更是不吝教導，教學相長之下學生也成績卓越

且多次成果展出，為推廣我國固有傳統藝術不乏餘

力。

王耀銘並不以書法成就為傲，仍不斷努力紮下

運筆線條之美往山水花鳥方面研習，嘗試將筆、

墨、色、書、四者融為一體，將書法線條活用於畫

中。色墨相互調合，觀其作品可感受信手捻來心手

相應中，隨時體現創作經驗之美，下筆揮灑瞬間決

定的線條，展現其一絲不茍的精神與紮實功力。

書法作品：用筆俐落豪邁，花鳥作品：生氣生

動，山水作品：俊逸雅致，成功絕無偶然唯有辛勤

耕耘才能碩果豐收，此次展出豐富的作品發揮了他個人特質也驗證了他在藝術上傑出

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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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書展  狀元閱讀趣-高中組

■時間：6/7～6/26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本月展出由國家圖書館請99年基測滿分之34位建

中及北一女學生所推薦之閱讀書籍，例如：《姊姊的守

護者》、《榜者這樣Ｋ書》、《偷書賊》、《1Q84》、

《我的資優班》、《3小時讀通微積分》、《物理早自

習》、《空想科學讀本》、《世界，為什麼是現在這樣

子》、《不乖－比標準答案更重要的事》、《深夜加油

站遇見蘇格拉底》、《陪妳到最後》等書，以期提供青

少年課外閱讀之參考，並誠如受訪學生所言：「閱讀像

把很多片碎小的玻璃拼成萬花筒，看世界時，就會像看萬花筒一樣，令人感到幸福」。



講
座

親
子
活
動

片名：地動之日

一場無情的地震撼動了神戶市，這場大地震不但震垮神戶市的房子，也

震垮大家的心，很多的人失去生命、家人、朋友…災難後，一向獨來獨往的

小剛，學到人生中最寶貴的一課…

片長：74分鐘（普遍級）

時間：6/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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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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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01（三）△青蛙與蟾蜍 / 邵源源

　　　　　　▽我和別人不一樣 / 溫麗貞

▼ 6/08（三）△我們是好朋友 / 林麗容、洪素娥

　　　　　　▽黑白村莊 / 林秀麗

▼ 6/15（三）△好朋友 / 李春梅

　　　　　　▽要不要跟我做朋友 / 曾琬妤

▼ 6/22（三）△敵人派 / 林冠琴 ▽我有友情要出租 / 洪秀鳳

▼ 6/29（三）△▽南瓜湯 / 陳信美、章寶英

親 子 影 片 欣 賞

終身學習系列講座

職涯現況與未來趨勢分析

何啟聖（1111人力銀行公關總監）

■時間：6/19（日）14：00-16：00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對於剛畢業的新鮮人或是準備重新就業的上班族而

言，及早做好職場生涯規劃是了解自我、找到合適工作、

邁向成功的第一步。並不是所有人都有一夜致富或貴人提

拔的機運，因此，越早規劃個人的職場生涯，就越能掌握

自己的生活，並且會是能否樂於工作的要素。

開始做職場生涯規劃之前，需要先釐清自己內在的特質以及外在的環境，分別

由資質、興趣、價值觀、個性、職場機會以及生活方式等各點來分析。

職場新鮮人應具備何種生活與職涯的能力，才足夠以面對充滿不確定性的

二十一世紀和接踵而來的挑戰？本演講在讓大家瞭解職場現況與生態，有利及早規

劃，並奠定未來發展的良好基礎，針對自己的人格特質、興趣、能力，找出適合、

屬於自己的一條路。職場專家何啟聖先生將在這場演講分享職場經驗與心得，歡迎

民眾及新鮮人都能參加。

挑戰未來公民：民主法治素養系列講座

法律規定怎麼說？

黃啟倫（律師）

■時間：6/15（三）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規則要怎麼訂才好?

以「權威」為主的系列講座，期盼對於民眾建立

公民社會法治概念的思考架構有所助益。

展出2010年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

■日期：6月1日～6月30日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樓

與作家有約

《俗之美》

林明德（本書作者）

■時間：6/8（三）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臺灣創造了經濟奇蹟、政治奇蹟，深受國際肯定，但

永續經營之道，非「文化」莫屬，它代代傳承於鄉土，歷

久彌新的呈現民族情感、意識與美感經驗。

深耕文化板塊卅餘年的林明德跨出學院，秉持「民俗

乃一切藝術之土壤」，為臺灣俗民美學發聲。從口腹食饌

到工藝表演，不斷探究、關切其原始意義及美學元素。 

臺灣傳統工藝美術與表演藝術，底蘊豐繁且形式多

樣，為民俗結晶，全書以簡淨文字細敘豐碩的文化淵源，

提供普羅各層民眾認識俗民文化。

林明德透過本書呈現臺灣圖像，期許喚醒國人對斯土斯民之疼惜，締造嶄新的文

化奇蹟。

繪 本 童 書 園

閱 讀 起 步 走

英語聽故事時間

貝比爸媽閱讀講堂（0-3歲嬰幼兒閱讀推廣講座）

演出團體 /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應外系

指導老師 / 郭筱晴  指導單位 / 青輔會

地點：B1 樂學室

對象：12歲以下兒童及家長

自由參加（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時間：單週六15：00-16：00

 日期：

▼ 6/04（六）Look Out! It’s the Wolf 

小心!狼來了

▼ 6/18（六）Snow White’s Adventure 

白雪公主冒險記

「2010好書大家讀」書展 臺灣學系列講座  

葉榮鐘的文學心靈與臺灣情懷

廖振富（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教授）

■時間：6/11（六）10：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葉榮鐘（1900～1978）出身鹿港，是跨越日治到戰

後相當具有代表性的臺灣當代文化人，他出版於1970

年代的系列臺灣史著作：《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

史》、《日據下臺灣大事年表》、《臺灣人物群像》，

對戰後臺灣史研究具有開創性意義。相對而言，他的文

學作品明顯受到忽略，實則他的古典漢詩集《少奇吟

草》與白話散文《半壁書齋隨筆》系列著作，在日治時

期及戰後60～70年代的臺灣文學場域，同樣具有不可忽

視的價值。所謂「不有真情不作詩」，「真情」是他從事文學創作的理念，從小我的

親情與愛情書寫、濃厚的鄉土記憶，到大我的時代感懷與強烈批判，充分顯示其作品

的豐富多元及深刻的時代意涵。本演講將鎖定其文學作品，探討他深情洋溢的文學心

靈，及其作品背後濃厚的臺灣情懷。
對象：家有3足歲以下（97年6月26日以後出生）幼兒之家長

名額：40名

時間：6/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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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時間：2011年5月24日～7月31日

地點：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六樓臺灣學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