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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在臺灣足跡展 1950-1980年
■時間：即日起～8/21

■地點：1F 大廳及歷史走廊

自二戰以來，世界有了巨大的轉變，然美國人民和臺灣人民之間的友誼不但屹立

不搖，甚至還開花結果。「美國人在臺灣的足跡：1950-1980」特展，讚頌著美國與

臺灣之間的情誼；藉由古老的照片、文字紀錄、歷史文件等收藏品，見證了美援在臺

灣快速的經濟、軍事、文化、公共衛生、醫療保健和教育體系的發展之中，所扮演的

重要角色。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生活百寶‧主顧橋梁─館藏日治時期廣告類書展
■時間：即日起～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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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臺中縣文化推廣協會理事長郭

双富先生提供的展品，呈現廣告在生活史中的重要性及趣味性。

農情依舊－簡吉與日據臺灣農民運動特展
■時間：即日起～8/21

■地點：5F 特展室

簡吉先生為日據時期著名的臺灣農民運動領袖，

因見於當時農民受到不公平待遇，憤而辭去教職，致

力於為農民權益發聲，進而對抗日本殖民當局，也因

此遭逮捕入獄。其一生奮鬥不畏強權的精神，可說是

知識份子良知展現的典範。

為增進各界對簡吉先生及臺灣農民運動發展之認

識，本館與財團法人大眾教育基金會合作此次展覽，

展出內容包含當時世界局勢及思潮，殖民地臺灣的政治經濟狀況以及簡吉先生生平與

農民運動歷史，結合宏觀及微觀角度，並以漫畫、文物及老照片呈現當時農民運動的

前因後果，期使各界能體認先民對臺灣這塊土地的無私奉獻與對農民的關懷熱情。

天真與視野-曹俊彥兒童文學美術五十年回顧展
■時間：8/3～8/28

■地點：4F 雙和藝廊

曹俊彥老師是位資深的圖畫書作家、兒童文學

美術創作家，他具備了老師、設計師、編輯等多重身

分，自小愛上繪畫，喜歡細察生活的微妙處，再以靈

活的筆觸繪成一幅幅生動的圖像。

從13歲即開始編繪附在零食後面的小小圖畫書，

在超過半世紀之後，仍然熱情不減、創作不輟，擔任多年的編輯工作，一直與臺灣的圖

畫書發展關係密切。他持續參與、推動各項美術教育、兒童文學活動的做法，在在都對

圖畫書的發展影響深遠，並已成為臺灣圖畫書風潮的重要推手。今年正值老師70壽誕，

特地在本館辦理「天真與視野－曹俊彥兒童文學美術五十年回顧展」，包含圖畫書原

畫、手稿及不再出版的絕版書。希望透過本次展覽，讓讀者瞭解臺灣兒童文學美術的發

展歷程，及感受曹老師圖文交織的作品中，隱約內蘊民族文化的源頭，搭載圖畫作者的

表達意涵，想藉由作品，讓小讀者感受到一份「傳達的愛」！

101年7-12月雙和藝廊檔期即日起開始申請
■申請時間：100年7月1日至9月30日

■收件地點：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85號6樓推廣組

■申請表及辦法：請上網，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網頁最新消息公告。

■洽詢電話：29266888轉5405

終身學習系列講座   文學與電影：削蘋果事件

聞天祥（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執行長）

■時間：8/20（六）10：00-12：00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看電影」跟「削蘋果」有什麼關係？此蘋果

乃是根據黃春明小說改編的「蘋果的滋味」，萬仁

導演，屬於三段式電影「兒子的大玩偶」當中的一

段，描述一個台灣勞工遭美軍上校座車撞斷腿，卻

因此改善家庭環境的黑色喜劇，卻觸動了黨國機器的

警報。一部短片能有多少解讀的方式？本次演講將包含影片放映約35分鐘，並就文

學改編電影、電影運動、風格分析、電影與政治和社會等角度，進行一場深入淺出

的有趣解剖。

推薦閱讀 :《臉》，蔡明亮、阮慶岳、黃建宏、聞天祥，典藏藝術家庭 2009/09 出版
新住民閱讀推廣活動  泰文圖書導讀活動

藍星（寶島客家廣播電台主播）

■時間：8/21(日)14：00-16：00

■地點：1F 簡報室

■對象：新住民及關懷新住民的民眾

介紹有趣而實用的泰文圖書，並說明如何免費辦理借書

證和圖書外借。

與作家有約 《西西里狂想曲－從希臘神話到巴洛克》

安新民（本書作者）

■時間：8/17（三）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西西里這個地中海最大的島嶼，自古以來一直是歐、

非兩大洲的跳板，承受來自東西兩股文化的直接衝擊。也

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島嶼的命運，島上的宗教、建

築、飲食、以及文化產生多變樣貌，讓人有如穿梭在時光

隧道的感覺。

作者不僅帶領大家在古希臘、古羅馬、文藝復興、巴洛

克的建築與神話間流轉，也漫步在生意盎然的傳統市場，或走進無處不在的點心店，

從「吃」這個簡單卻絕對必要的小事中去探索、去咀嚼，這裡到底衝撞出什麼樣的雜

陳五味。

臺灣學系列講座  50年滄桑：臺灣1915-1965

吳叡人老師（中研院臺史所助理研究員）

財團法人大眾教育基金會簡明仁董事長引言

■時間：8/13（六）10：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西元1915-1965年期間，臺灣經歷日本統治、國民政府遷

來，在政權的交替與世界風潮—左翼運動的洗禮下，起了很

大的變化。這段期間，先後發生了農民運動與二二八事件，要

求改革的風暴席捲全臺。此次講座將試圖描繪當時臺灣與世界接軌的樣貌以及當時蓬

勃發展的左翼思潮，進而介紹農民運動的重要舵手-簡吉先生，以期探尋歷史真相。

青少年閱讀推廣活動  青春Fun一夏~電影導讀

李偉文（作家/牙科醫生/荒野保護協會理事長）

■時間：13：30-17：30

■地點：1F 簡報室

■對象：國、高中生（即將升國一、升大一學生亦可報名）

■報名方式：現場報名，由本人或家長親持本館借閱證至2樓服

            務櫃臺辦理。（可同時報名2梯次）

本活動特邀請暢銷作家李偉文醫師，以結合電影劇情賞析及原著小說導讀與討論

方式，引領青少年深入瞭解電影劇情及原著故事背後蘊藏的深刻意涵。

日期 導讀內容

8/09（二） 《鯨騎士》

8/16（二） 《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

「電子資源推廣」課程

■時間：14：00～17：00 

■地點：1F 簡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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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課程內容

8/03（三）

報名已額滿

古蹟、音樂欣賞與時事主題：「臺灣古蹟學習知識庫」、「拿索斯

線上音樂圖書館系列」、「Taiwan news」

8/17（三）

報名已額滿

法律、商業、綜合類科（期刊）、美語課程等通識主題：「月旦

法學知識庫」、「商業周刊」、「經理人月刊」、「aMC空中美

語」、「HyRead臺灣全文資料庫」、「CePs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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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廣��泰文圖書���� 

介紹有趣而實用的泰文圖書，並說明如何免費辦理借書證和圖書外借。 

藍星（寶島客家廣播電台主播／國立台灣大學泰文課程教學助理） 

時間：8/21(日)14：00-16：00 

地點： 1F 簡報室 
對象：新住民及關懷新住民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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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暨曹俊彥紙芝居演出 ■8/6（六）13：30-15：30

定時導覽  

■時間：8/7、8/13、8/14、8/20、8/21、8/27、8/28 (每週六、日) 14:00~15:00 

團體導覽 ■預約洽詢 (02) 29266888*5405 本館推廣輔導組

■時間：週二~週五(20人以上團體)

親子故事劇場 ■報名洽詢 (02) 29264075本館親子資料中心(已額滿)

■時間：8/13、8/27（六）15:00~16:00 ■地點：B1樂學室

■對象：2~8歲兒童和家長(50對親子)■需事先索票當日憑票入場

學術研討會 ■報名洽詢 (02)2357-9936 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已額滿)

■日期：8/10（三） 9:00~17:00 ■地點：1樓簡報室(可容65人)

專題演講－全方位編輯人 ■主持人：楊茂秀‧演講人：張杏如 

學術論文發表－(四篇論文)

綜合討論－千年智慧讀俊彥~談曹俊彥童書創作環境與歷程

主持人：桂文亞‧與談人：林良、鄭明進、馬景賢、李南衡、劉興欽

座談會 ■報名洽詢 (02)2357-9936 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

■日期：8/24（三） 9:00~16:00 ■地點：B1國際會議廳(可容400人)

主題一：曹俊彥圖與文創作，不同類型中表現之意義

主持人：趙國宗‧與談人：曾興廣、藍孟祥

主題二：曹俊彥的童書人才培育與傳承

主持人：游珮芸‧與談人：蔡淑 、嚴淑女

專題演講：兒童文學美術雜感 ■主持人：洪文瓊‧演講人：曹俊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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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名：我們這一家(電影版)(片長95分鐘   ）

某個雷電交加的雨天，「媽媽」和「橘子」同時遭

巨雷擊中，兩人的身體更因此被對調過來！從這一天

開始，立花家展開了一段不可思議的生活。突然變成媽

媽的「橘子」，總是抱怨自己變成『歐巴桑』又食量大

增，中午還得固定打盹休息，然而也因為每天與不習慣

的家事奮戰，漸漸能體會家庭主婦的辛勞；而變成橘

子的「媽媽」則開心地享受著高中生活，還在體育課大展身手，更得意忘形地將球砸

到橘子暗戀的岩木臉上；另一方面，爸爸和柚子則不斷尋找著能讓母女倆變回來的方

法…

▼時間：8/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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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 事 童 樂 會 聽故事時間

主題：祖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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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10（三）△做一個蛋糕給奶奶 / 閔繼英、林淑卿

　　　　　　▽瑪莉和奶奶的祕密花園 / 林秀麗

▼ 8/17（三）△先左腳，再右腳 / 李春梅 

　　　　　　▽家有寶貝奶奶 / 林秀麗

▼ 8/24（三）△普莉絲奶奶的瓶子屋 / 邵源源 

　　　　　　▽難倒孔子的小孩  / 張慧民

▼ 8/31（三）△▽什麼!!  / 章寶英、陳信美

時間：8/28（日）上午10:00-10:30 、11:00-11:30

地點：B1樂學室

對象：1-3歲幼兒及其家長，每場10-12組親子

內容：聽故事、兒歌歡唱、肢體遊戲

參加者須事先報名，報名請洽親子資料中心2926-4075。

親 子 影 片 欣 賞

■日期：第一梯次：8/11- 8/12、第二梯次：8/18- 8/19

■ 對象：國小升五、六年級學生

■名額：每梯次40位

■活動地點：4F 4045教室

■報名方式：

1.本活動費用每人新臺幣400元整 ( 含2天午餐及教材費用 )

2.即日起開放報名，額滿為止

3.請持小朋友戶口名簿或健保卡，於親子中心開放時間內，親至親子資料中心1F

櫃台索取簡章填表報名，並繳交費用。

4.持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報名者，得免收費用。

■洽詢電話：29264075、29266888#3104。

愛上圖書館．餐飲享優惠

▼ 8/2-8/28至本館B2〈羅爵咖啡〉消費，主動出示本館借書證，即享平日8折、假日

85折優惠。

▼ 8/1-8/31週一至週五，祖孫兩人以上同行，於本館B1〈上海宴〉用餐享8折優惠。

活躍樂齡‧幸福100系列活動

教育部100年第二屆「祖父母節」活動

教育部為鼓勵祖孫經由互動與互惠的代間學習，增進家庭世代情感凝聚，特將每

年8月的第4個星期日訂為「祖父母節」。本館特安排一系列活動，歡迎祖孫同

行，以閱讀傳情。

繪 本 童 書 園 聽故事時間

時間：15：0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對象：4-8歲兒童及家長，自由參加

（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日期：

▼ 8/06（六）赤腳國王

▼ 8/20（六）小怪物來了

2011暑期閱讀系列活動　閱讀．有『藝』思夏令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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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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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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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洽詢電話：29264075、29266888#3104。

暑 期 親 子 卡 通 欣 賞

■片名：新小婦人第21-40集（每集約30分鐘）

改編自美國著名女性作家露易莎‧玫‧艾爾考特 

(Louisa May Alcott)，小婦人四部曲中的最終原著小說

《Jo's Boys》！奔向紐約逐夢的喬，從小說家成為一位教

師。她與丈夫普利茲及洛普、泰迪兩個可愛的小孩，回到了

康克特鎮的布拉姆田莊，打算實現他們充滿夢想與理念的教

育。喬這下子得面對一群古靈精怪、調皮活潑的學生，有好

強好動像個男人婆的南、鬼點子一堆的湯米、個性溫和的納特、邊緣少年迪恩以及貪

吃鬼史坦佛等等有趣的孩子們。喬與普利茲要如何用愛來實現理想中的教育呢？

▼ 日期：8/2(二)、8/5(五)、8/9(二)、8/12(五)、8/16(二)、8/19(五)、 

         8/23(二)、8/26(五)

▼ 時間：14：00開始放映，自由參加（播放前15分鐘開始進場）

▼地點：1F 簡報室  

假日影展   科幻系列影展

■時間：雙週日 14：00起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祖父母節影展   活躍樂齡、幸福100

■時間：每週四 14：00起   ■地點：1F 簡報室

8/14(日)阿凡達  Avatar

片長162分
為了掠奪潘朵拉星球上珍貴的資源，人類用與納美人DNA混種而成之3公尺
高「阿凡達」作為心智操控的媒介，進出美麗卻不適合人類的險惡潘朵拉
。
隨著阿凡達的腳步，我們進入一個超越想像的新世界，整個觀影的體驗，
就是一場憾動心弦的探險旅程！

8/28(日)2012

片長158分
2009年科學菁英團隊向美國總統證實地球即將在2012年毀滅。因此各國領
袖緊急研議應變計畫，希望挽救多數人類的生命。
當地殼崩裂，火山爆發，海嘯等所有可怕的自然災難一一在全球爆發，該
如何自救？人類能否度過史上最大的生存危機

8/04(四)

双內衣小舖

Late Bloomer

瑞士角逐2008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作品。80歲的瑪莎以一雙巧手為

人量身打造貼身內衣，成為最年長也最屌的內衣設計師！也是網路

人氣最高的賣家。

內衣小舖不但幫助瑪莎的人生重新開始，同時也讓她的姐妹淘們發

掘隱藏在心裡的勇氣與活力，建立新的友誼。

片長90分 

8/11(四)

村之寫真集

Photo Album 

of

 the Village

花谷村即將因建造水壩，在一夕間沈入水底，為了留住家鄉之美，

老攝影師決定著手拍攝「村之寫真集」。

全片在日本「德島縣祖谷」拍攝，山嵐瀰漫宛如台灣九份，當地居

民單純熱情的演出令人動容。老攝影師在數位時代，沿用最古老的

蛇腹相機，以傳統底片留住家鄉的各種表情，充滿生命力。

片長111分 

8/18(四)

金 池 塘

On Golden 

Pond

美國80年代的家庭倫理片。描述一對相處40年的夫妻，雖然個性不

同，但因互相了解及愛而能融和，共同面對生病與死亡的陰影。

老先生和女兒30多年的父女心結，經過老妻的居中調解，加上女兒

男友的直率，孫兒的純真，終於讓脾氣古怪的老先生慢慢體會生命

的幸福就是珍惜現在、活在當下。

片長109分 

8/25(四)

落葉歸根

Getting Home

由中國導演張楊執導的黑色幽默式公路電影，道盡中國農民離鄉背

井、愛拚不一定贏的辛酸，反映小人物的悲苦命運。

南下到深圳打工的老趙，決定帶死於工地的老王回鄉安葬。一路上

，老趙遇到形形色色的中國人。歷經千辛萬苦終於帶著老王回到故

鄉時，卻發現故鄉已變成水庫，村莊都被埋在水底…….  

片長99分 

普：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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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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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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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提醒大家依影片分級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爺 奶 故 事 時 間

「曹俊彥．有『藝』思」主題書展

展出兒童文學作家曹俊彥之創作，推薦兒童閱讀。

■日期：8/1~8/31

■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樓

普

主題書展  活躍樂齡‧幸福 100
■時間：8/2 ～ 8/28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本月展出適合一般民眾及銀髮族閱讀，以養生、食

譜、健身運動為主題的圖書，例如：《老祖宗的飲食養

生之道》、《那些名醫教我的事：40 堂養生樂活課》、《他

們為什麼活到 99》、《五色蔬果自然養生法：天然、無副

作用的樂活食補》、《 萬事問阿嬤：450 則元氣滿點小祕

方》、《遠離病痛的 300 種養生飲食妙方》、《五代中醫（上）

家傳食療治百病》、《75 道養生藥膳煲湯》、《跟奶奶做瑜

伽》、《這樣健走，養生最有效》、《孫靜夫教你不生病：穴道健身功法 30 招》、

《痠痛解碼：不靠醫生輕鬆一身》等書，藉此提供有益健康之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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