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11/2～11/14

■時間：即日起～12/16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地點：4F 雙和藝廊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大地是美感的原鄉

眾多之職員錄。1898年起逐年出版的《臺灣總督府職員錄》
畫布是七彩的夢鄉

雙和是咱們的家鄉

一群熱愛藝術的中永和畫家朋友們，於
2004年成立「雙和美術家協會」，定期舉辦的會
員年度美展，每每展出成功佳評如潮，屢獲各界好評；因此，今年在陳志芬會長費心盡
力的號召下，除了再廣增實力雄厚的新生力軍外，更榮幸的邀請國內知名中西藝術家共
襄盛舉，鼎力支持參與展出。

刊載該年度總督府編制和人事資料，府轄各單位、地方官廳

世界上所有的動物共享著地球的資源，並與大自然及人
類之間激蕩出各式各樣的生存方式。

愛著；敬人遠之的野生動物徜徉於天然的環境中，卻可能面
臨因氣候、環境的變化或人為的破壞而瀕臨絕種的危機，也

團體名簿、同好團體名簿、縣人會名簿和工商團體名簿，主

需要人類付出更多的努力去保育與愛護。

要刊載該團體內人員姓名、住址等資料。「人士鑑」以短文
或簡列方式刊載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各領域中有名望之人物；
「長傳」多為傳主故後由友人編輯而成，或傳主為歷史人物
者；「小傳」的評述對象包含官界和民間人士，並帶有編纂
者對傳主的評價；「自傳」多述傳主生平、家庭和學經歷，有些則強調傳主於特定期

材，畫家用不同角度，多元的表現技法，各自呈現對藝術的熱情與觀感；「雙和美術家

間之表現及其興趣。此外，名錄編纂者多為記者，如：林進發、大園市藏、橋本白水

協會」的會員們要透過『戀念家園』聯展，用繪畫的方式來描繪他們心目中最深遠思

等人皆是。各種人名錄保留各領域官、民人事資料，為研究日治時期臺灣各領域人事

本月書展展出動物主題相關圖書，包括動物行為、動物
保育、動物飼養以及動物與人類互動之故事等圖書，包括《大貓熊與人類相遇的一百
年》、《動物是天才建築師》、《不思議的動物王國》、《小狗星期二》、《養鳥真
的很容易》、《動物情歌》等，希望藉由書展讓大眾更珍愛動物。

【影片放映】夾縫中的民族主義者：林獻堂
■11/10（六）、11/21（三）14:00開始放映

■時間：11/17～11/28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多媒體放映區（展覽區旁）

新作。本會成立於民國99年，成立宗旨為推廣藝術創作，

臺灣資料珍藏站‧臺灣圖書館尚讚
臺灣資料徵集活動

藉由定期聚會互相交流、切磋研習，讓彼此的創作內容更

■活動期間：即日起長期徵募

纖纖遇紙：手工紙張特展

加廣泛充實、技法更加精進。誠摯歡迎藝術同好共襄盛

■活動主題：

■時間：即日起～12/7（週二～週日9:00～17:00）

舉，一同欣賞本次展覽，並不吝指教、給予支持鼓勵！

1.民 眾捐贈臺灣資料：與臺灣相關之老照片、地圖、手

■地點：5F 特展室

景、花卉、靜物、人物，共約75件，皆為近兩年內之會員

稿、族譜、出版品、古文書、影音資料等歷史文獻。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巡迴展
航行中的意外旅程─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漂流文獻巡迴展
■時間：即日起～12/30
■地點：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2樓迴廊（臺東市博物館路1號）

2.民 眾捐贈館史資料：與本館相關之照片、宣傳品、出版
品、器物、視聽資料等各類型文獻史料。

手工造紙與特殊的書寫工具及書體、繪畫體系發展

金（喬治庫隆尼George Clooney飾演）是夏威夷的大地主，其資產
中唯一擁有土地法定決定權的麥特，也面對到了家族的壓力，還
有，妻子的驟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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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電影院 法蘭西絕色影展
■ 播放場次： 14：00起／ 16：30起 ■ 地點：1F 簡報室
11/01(四)
愛情對白
Certified Copy

11/22(四)
米其林廚神
Entre Ies Bras
11/29(四)
大藝術家
The Artist

英國作家詹姆斯米勒飛往義大利宣傳自己出版的新
書，巧遇法國女子艾拉(茱麗葉畢諾許飾)。這位似曾

片長106分

相識的女子與他一見如故。就在被旁人誤為情侶之
後，一股奇妙的情愫在兩人之間蔓延開來……。
帶著七歲大女兒的單親媽媽，與工廠一位新員工墜入
愛河而有了愛的結晶。但令人驚奇的是娃娃背後長出

片長85分

了一對翅膀，而這個不平凡的嬰兒，會為這個平凡的

同上

家庭帶來快樂、悲傷還是驚喜?
家財萬貫的菲利普在一次跳傘意外導致終生癱瘓，而
他萬中選一的看護人選竟是來自郊區又有前科的黑人

片長112分

混混。背景天差地遠的老少搭檔，踏上不可思議的熱
血友誼之旅……。
米修布拉斯廚藝傳承自母親，不僅因此接管家族企業
餐廳，也為他贏得了享譽全球的名聲。當他想栽培兒

片長90分

子賽巴提恩接班時，父子對美食卻各有品味與堅持，
也使這場美味傳承出現了衝突與變數…。
《大藝術家》由法國導演米歇爾阿威納維奇執導，擅
長集拼貼及反諷於一身的諧仿題材，這次他採黑白默

片長100分

後期到30年代初期的好萊塢為背景。

活水文化創意園區

逐漸發展出各種加工技術，如砑光、填粉、施膠、塗
■捐贈方式：請 與本館活動承辦人聯繫，來電請洽：022926-6888 轉分機 2110；電子信箱：lycjean@mail.ntl.edu.tw。

蠟、染色、灑金及印花等，不難想見加工的手工紙之多
樣性。

從1914年的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經歷了將近一百個年頭，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

修護圖書之前，必先瞭解製成圖書的基本材料—紙

館收藏了有關臺灣的書籍，讓大家在這裡了解知識、認識自己。現在，我們將於民國

張。因此，做為圖書修護材料學的基礎，對紙張的認識

102年起，以「臺灣圖書館」的風貌，繼續陪伴大家，同時公開徵求家中有臺灣資料

是必要且急迫的工作。林業試驗所（以下簡稱林試所）

者，能捐贈本館，由本館的臺灣圖書醫院來維護捐贈者的資料，並在良好的環境中長

執國內手工紙研究之牛耳，並研製多種精美手工紙張，

チョプラン島之記》、《安南國江漂流風俗寫生圖》、《南瓢記》等，都是研究海洋

期保存。期待藉由大家不斷地參與捐贈，讓這些臺灣資料都能被充分利用，珍藏更多

此次遂與林試所合作以手工紙為主題，展出各種手工紙。各種紙張在書畫或裝裱修復

史、各國關係史與文化傳播的重要史料。因漂流地多為臺灣東部沿岸，本館特與國立

屬於臺灣的共同記憶。

使用上有哪些特點？從紙張展覽上我們又可以發現多少紙張的故事？凡此種種皆可在
本次特展一窺究竟。

上海宴

片的手法拍出可愛又深具娛樂性的故事，以1920年代

展、造紙工序的改進之外，基於實用及裝飾性的目的，

漂流文獻泛指海難相關紀錄及漂流事蹟。十六世紀中葉起，各國海上活動頻繁，

亞各地的風土民情。

本片獲得第69屆金球獎戲劇類最佳影片與最佳男主角。男主角麥特

相輔相成。在其悠久的發展過程中，除了造紙原料的擴

海難紀錄及漂流事蹟大量增加。館現藏漂流文獻60餘種，如《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

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合作，將本展覽移師臺東，讓更多讀者了解日治以前臺灣及東南

■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繼承人生 The Descendents
片長115分

11/15(四)
逆轉人生
Intouchables

■地點：4F 雙和藝廊
本次展覽為台北水彩畫會之會員聯展，作品包含風

金獎電影系列

■ 播放場次：11/18(日)14:00起

11/08(四)
讓愛飛起來
Ricky

變遷珍貴且重要之史料。

悠遊采藝間—台北水彩畫會會員聯展

熱門電影院

繼承自夏威夷原住民的公主母親家族。夏威夷不斷地被開發，家族

親近人類且被豢養著的寵物，無庸置疑地被人類飼主寵

和準自治團體亦各自發行職員錄。民間人名簿則可分為社教

這場關於「戀念家園」繪畫光陰的故事，不管是中國水墨還是西洋油彩的表現媒

念－家鄉的風情、風華與風貌。

■時間：10/30～11/25

展覽

天空是白雲的故鄉

日治時期政府與民間為確實掌握人事動態，乃編纂為數

珍愛動物

影片欣賞

主題書展

「雙和美術家協會」畫展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人文薈萃─館藏日治時期名錄類書展

與山川共宿，與白雲同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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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您依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成年親友陪伴觀賞！ ：未滿12歲之兒童不得觀賞！
★週四播放之電影連播兩場，第一場開始播映時間14:00、第二場開始播映時間16:30；每場放映
前30分鐘開放入座(憑號碼牌入場)。第一場未能入內之排隊讀者，13:45分前可優先領取第二場
號碼牌，惟需於放映前5分鐘入座，逾時視同放棄，同時開放其他候補讀者入內★
★簡報室座位共65席（含工作人員1席），每場次依在場排隊者之順序發放號碼牌(每人限領一張
、額滿為止)。當日未能入場觀影者，歡迎至2樓視聽區內閱或外借各種影片★
★本館保有上述使用規定解釋權，若有未盡事宜，依現場公告為準★

■ ■

兒 童 主 題 圖 書 展 生命之歌

故 事 童 樂 會 聽故事時間

日期：11/1～11/30

主題：生命之歌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樓

時間：週三△上半場15：00-15：30

生命中的各種不同經歷，有時如溫煦的春意，有時卻

▽下半場15：30-16：00

的寒風。在這些豐富的圖文繪本故事裡，您可以欣賞到別

對象：4-8歲兒童及家長，自由參加

人生命的精彩，也或者可以照見自己生命的痕跡；歡迎走
▼

進圖書館，一起看看這些繪本的美麗。

（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11/07（三）△ Calabash Cat,and his amazing journey / 邵源源

▼ ▼ ▼

▽ 我的魔法爸爸 / 章寶英
11/14（三）△ 花婆婆 / 林麗容、洪素娥
11/21（三）△ 奶奶來了 / 陳信美

▽ 紅公雞 / 李春梅

▽ 你很特別 / 章寶英

11/28（三）△ 第一次上街買東西 / 溫麗貞

▽ 一根羽毛也不能動 / 曾琬妤

終身學習系列講座 道德─幸福的必要條件

蔡石山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講座教授兼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 時間：11/24（六）10：00-12：00

■ 時間：11/10（六）10：00-12：00

林火旺（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多年來，臺灣瀰漫著只重金錢、不擇手段的惡風。讓一
步、忍一下、多花些成本、多付些代價去遵守道德，似乎是

■ 地點：4F 4045教室

此次演講針對1920、30年代，曾盛極一時卻
又迅速瓦解的臺灣農民運動，尋求歷史定位；並
藉此題目闡明，自十七世紀起，世界主要文明與
最強盛國家之興衰，幾乎都與臺灣的滄桑史緊
扣，息息相關。發生於「農業臺灣，工業日本」
背景下的臺灣

傻子的行為。但是，敗德社會的形成，其實就是諸多不道德
的長期累積，與大家的忽略與縱容。想到這個貧富差距日益
拉大、人情澆薄冷酷無情、是非公義顛倒不明的社會……我
們真的還會覺得，道德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嗎？
道德不是唱高調；道德是容忍差異、是關懷他人、是正義感、是講道理；道德是
擺脫物化，回歸人的本質，是最動人的精神力量；道德是通往幸福的必要條件！

農民運動，絕非一件孤立、單打獨鬥的運動，其
淵源與結構模仿二十年代日本農民組合，其運作
跟從第三共產國際路線，而與中國革命團體、法
國、莫斯科、德國農民組織都有聯絡，甚至介入

■地點：3F 青春閱讀區

成長，本來就是一個過程，可是對還未走過這段
路程的人來說，有時一樁不如意事，卻被他視為全世
界，讓自己淹沒在苦悶中，無法自拔。如果歲月可以

楊南郡（縱橫山林的學術探險家）

本左翼人士指導，到1928年日本政府積極掃蕩左

■時間：11/11（日）14：00-16：00

翼勢力，造成農民組合無法再從日本吸取奶水，

■地點：1F 簡報室

訴求轉變為著眼於民族（抗日）與階級（打倒資

繪 本 童 書 園 聽故事時間
■ ■ ■ ■

■時間：即日起～12/2

故事名稱：星座的故事

產階級）的政治鬥爭。短短數年間，方向不斷地
臺灣農民運動領袖簡吉先生

改變，一如吹動甘蔗的風。

故事帶領者：本館第三組閱讀志工
時間：11/03（六）15：00-16：00
地點：B1 樂學室

對象：4-8歲兒童及家長

丁一（本書作者）

借鏡及啟發。

自由參加（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 時間：11/7（三）14：00-16：00

片名：馴龍高手（片長98分鐘 普 ）

到成長的智慧。

（11月影片播放因故順延至當月第三週週六11/17下午同一時間）

《少年懷民》、吳若權的《從前，有個笨小孩》、網球名將阿格西的《公開》

■ ■

以及NBA明星林書豪的《上場》等書，希望藉由他們的分享，使青少年從中得

■ ■

蔣勳的《少年臺灣》、楊照的《尋路青春》、林懷民的

親子影片欣賞
時間：1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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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的主人翁是一個叫小嗝嗝的維京少年，他住在博克

島，對抗巨龍是家常便飯的事。這個少年的思想很前進，他
另類的幽默感也不能討好他村落的村民和大家長...也就是小
嗝嗝的老爸大塊頭史圖依克。當小嗝嗝被迫和其他的維京青少
年--亞絲翠，鼻涕粗.魚腳司，以及雙胞胎暴芙那特和悍夫那特--參加屠龍訓練營，他
覺得這是證明自己是個馴龍高手的好機會。後來當他遇到並結交了一隻受傷的龍，其人
生完全改變；這原本是小嗝嗝證明自己的機會，卻成為改變整個部落未來的機會…。

鹿野忠雄是日治時期在臺日籍人士中，相當著名的登山探
險家、生物地理學者、人類學家與博物學者，研究領域遍及臺灣
的山林、生物與原住民，成就卓越。本片追尋他八十多年前的足
跡，前往雪山、蘭嶼並遠赴日本取材，將其學術成就以紀錄片形
式完整呈現，藉以讓後人重新認識，這位傳奇的學術探險家。

與作家有約 《在旅館房間裡旅行》

給予知識和經驗累積，或許對成長中的年輕人應有所

本次書展將展出多位名人的青春成長紀事，包括

縱橫山林間—鹿野忠雄

朝鮮的農民抗爭。臺灣農民運動從一開始接受日

只好轉而與臺共合作。致使抗爭的性質，從經濟

青少年主題書展 名人偶像青春紀事

第四屆國家出版獎優良政府出版品推廣活動

■ 地點：4F 4045教室

11個不同國度，22個旅館房間，2,624個小時的神遊
之旅！
不論甚麼時代、甚麼地方，追求更精緻、更高素質
的生活都是人們努力的目標之一。旅館從功能性的洗浴
食宿轉變到藝術性的休憩享樂，就是最好的注腳。
本書記述了作者從亞洲到歐洲所經歷過的旅館，每
一間都有其特色。旅館不只是用來睡覺而已，就像作者
說的「充滿樂趣和獎勵」，加上透過不同的角度——音樂

本片包含昆蟲博士、學術探險家、達悟族之友、忘記歸來的學者4個段落，讀者
透過本片，將會重新認識鹿野忠雄對臺灣山林生態踏查的貢獻。

臺灣歌謠－我聽 我唱 我寫
莊永明（臺灣歌謠發展史的文獻史料家）
■時間：11/17（六）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主要敘述三O年代起至臺灣光復後臺灣流行歌曲的發展並解
析當代的社會背景。全書深入淺出解讀臺灣歌謠名曲如「望春
風」、「雨夜花」等的歌詞意涵與文學價值，及收集現今已逐漸
被人遺忘的「搖囝仔歌」、「童謠」、「情歌」、「病子歌」、
「勸世歌」等唸詞，充分顯現臺灣歌謠與臺灣文化的多面向。

家、作家、建築師、美術畫家、設計師、詩人、作曲家、攝影師——作者看到每間旅

內容從文獻的收集、歷史背景、當時的社會現況以及歌詞的文學價值多方面介

館幽微的隱光，嗅出其與眾不同的風味；鏡頭前是使人怦然心動的景物，筆下則是誘

紹，不僅有大家琅琅上口的歌謠，也有現今已經較少聽到的勸世類型歌曲，可以輕易

人恨不得插翅飛去的氛圍，這時我們豁然開朗，原來在旅館房間裡，就是一場扣人心

的感受到詞曲中欲傳達的歷史背景與優美故事，也更容易讓我們進入歌曲的情緒中。

弦的旅行。

不僅可以領略歌詞的優美，更可以更加了解我們生長的這塊土地曾發生的種種故事。

講座

地點：B1 樂學室

親子活動

如猛烈的夏陽，有時如蕭瑟的秋雨，有時卻又凜冽如冬日

臺灣學系列講座
解讀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臺灣農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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