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啟明人物寫生油畫個展

主題書展

歐洲•輕旅行

■時間：3/1～3/13

■時間：3/13～4/8

■地點：4F 雙和藝廊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趣的事，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有趣的是每個人都有

在阿姆斯特丹感受維梅爾畫中的生命力，沉溺在布魯

不同的表情、個性與故事，在作畫過程中與Model交

塞爾的巧克力香；下午到柏林的忘憂宮一掃陰霾，或

談、互動，使我更能夠抓住每個人的特色，每當面對

在巴黎的天鵝散步道觀看不同角度的艾菲爾鐵塔；晚

新的Model時，總會浮現許多新的想法與靈感；而困難

上恣意漫步在布拉格的伏爾塔瓦河畔......

的是，人物寫生需要具備堅實的造型能力與良好的繪
畫素養。像與不像，客觀的再現對象都不是寫實繪畫所追求的，表現當下自然的感受，

書展區、數位閱讀區及筆記型電腦專用區，提供國內外

本片改編自班梅立克的小說，並榮獲奧斯卡金像獎等大獎。劇情描述

重要出版品獎項得獎作品、主題圖書及各類電子書、資
料庫及網際網路資源，提供民眾借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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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優良圖書約1,100

主題電影院 讓愛走進來：關懷青少年影展

鼎獎、金漫獎、開卷好書、臺北

的眼睛比相機更能感受色彩細微變化與差別，希望能把這幾年對油畫的實踐、探索、研

國際書展大獎…等7種；國外獎項

究作為我在油畫之路的小結。

包含：英國百大閱讀Top100（The

Book Awards）及西澳洲青少年
書獎（West Australian Young

柏林影展最佳人道精神獎、英國演藝學院最佳導演等
多項大獎。劇情講述一名罪大惡極的少年，入獄服刑

片長106分

多年後被釋放出獄，一點社會經驗與學歷都沒有的情
況下，適應新生活的故事。

3/08(四)
派翠克一歲半
Patrik 1.5

一對相愛的男同志決定領養小孩讓家庭更完整.不料一
顆該死的小數點進來攪局,讓申請的一歲半男嬰,變成

片長98分

叛逆的十五歲青少年…此劇為一部溫馨逗趣又深具勇
氣的同志喜劇,廣受全球各大影展觀眾的喜愛。

Readers’ Book Award）…等22

十多年，會員包括：行政院、台北市立美術館、中正紀

種。

念堂、藝術教育館、中華郵政、抱一書齋等國畫班的學

「青春閱讀區」則參考國高中

員。會友們來自社會各階層，本著行有餘力則學文的態

3/15(四)
攻其不備
The blind side

本片為全美美式足球明星球員麥可奧赫的真實故事。
少年麥可(昆頓艾倫飾)一直自食其力，被蓮安杜希(珊

片長128分

卓布拉克 飾)在街頭發現後逐漸地成為這個家庭的一
員，而其同時須面對一連串完全不同的未來挑戰....

（職）推薦書單及學者專家建議

度，利用公餘或退休之暇游藝書畫，藉筆墨揮灑萬象，

等，挑選青少年有興趣的中西文書

陶冶身心，提升心靈境界。

籍約2,000冊，圖書內容包括：讀書

學貴於思，思則可及深。藝精於勤，勤始能積厚，

方法、心靈成長、生涯規劃/人際關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航行中的意外旅程－館藏漂流文獻展

記、語言學習、古典文學/寫作、散

■時間：即日起～3/11

文/詩、華文、翻譯與外文小說、藝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術/設計及其他推薦圖書等主題。

漂流文獻泛指海難相關紀錄及漂流事蹟。十六世

■時間：即日起～4/1

紀中葉開始，各國海上活動頻繁，海難紀錄及漂流事蹟

■地點：1F 大廳&臺灣歷史走廊

大量增加。這些紀錄與早期個人撰寫的航海遊記或航海

迎接2012歲次壬辰新年，由國立中央圖書館灣分館

本片改編自Jonathan Trigell同名暢銷小說，並獲得

3/01(四)
心靈鐵窗
Boy A

美國國家圖書獎（National

游藝雅集係熊宜中教授指導的書畫團體，畫會成立

龍形幻化‧大過龍年

■ 播放場次： 14：00起／ 16：30起 ■ 地點：1F 簡報室

Big Read - Top 100 Books）、

■地點：4F 雙和藝廊

與畫裡境界，神超理得，其樂無窮。並以畫會友，樂在其中，不知老之將至。

許多人際關係的脈絡，但臉書引起的隱私爭議和龐大商機，更讓這位

區」展示國內外獲獎

的畫布時，總是想把最好的畫面呈現在畫布上，油畫人物寫生不同於照片寫實，因為人

淡雅，氣韻生動。山水、花鳥、人物、書法各抒所好，盡情揮灑，忘情忘我於筆底乾坤

創辦了改變全球網路通訊的社群網站--臉書。祖克柏雖然成功連結了
20幾歲的小夥子成為21世紀最代表性的網路火紅人物。

冊，國內獎項包含：金書獎、金

到，形不在多變而在神暢。筆少情多，圖簡意長，墨色

臉書創辦人─馬克祖克柏在2004年，如何以一個哈佛大學生的身分，

其中「得獎好書

的感受。請背起您的行囊，共同沉醉在藝術、文化與美食的旅程。

■時間：3/16～4/1

■ 地點：B1國際會議廳

3/18(日)
社群網戰The social network 片長120分

歐洲的每個城市，都有它獨特的味道；如果從不同的角度觀看，便能有截然不同

游藝雅集聯展

金獎電影系列

■ 播放場次：一場／14：00起

正式啟用。該專區分為得獎好書區、青春閱讀區、主題

以真實的經驗描繪當下所看到的色彩，以熱情的筆法來畫出人物之美，每當我面對空白

能深能厚，自然高明。會員之書畫，工不在細巧而在意

主題電影院

影片欣賞

在迷人的歐洲陸地上旅行，是愜意的享受。白天

本館3F「青少年悅讀區」（Teen Zone）於2月19日

展覽

我喜歡畫人物，描寫不同的人物面貌是一件很有

「青少年悅讀區」開張囉～

見聞錄不同，往往留有詳細的調查紀錄。漂流事件的研

及世界宗教博物館合作推出《龍形幻化‧大過龍年》特

究，不僅為研究海上運輸、貿易、氣象、海難救助制度

展。本展以圖文搭配輔助物件，介紹龍的字詞來源、歷

及海底沈船等議題的重要史料，也是探索各國關係史、

代龍形變化、東西方神話故事以及今日廣泛應用的相關

文化傳遞研究等議題的重要素材之一。期透過本展覽讓

歲時節日、吉祥語彙。

讀者了解漂流文獻，進一步推廣本館館藏特色。

3/22(四)
放牛班的春天
Les choristes

本片描寫一位懷才不遇的音樂老師馬修來到輔育院面對
一群父母親死於戰亂或無暇照顧的學生…因為愛，點亮

片長95分

一群調皮野男孩的生命，讓他們的世界，有音符，也有
藍天！

係、科普、運動/健康、史地、傳

另數位閱讀區及筆電區提供
電子資料庫應用、電子書瀏覽、網
路服務；主題書展區則推薦優質圖
書，歡迎民眾蒞臨使用。

普 ：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成年親友陪伴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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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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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未能入內之排隊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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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室座位計有65席（含工作人員1席），每場次開放至額滿為止，當日電影播畢未能入場觀影
者，歡迎至2樓視聽區內閱或外借各種影片★

日本繪本新書展
親子資料中心新進一批日本繪本圖書，可愛又有趣，即使不懂日文也可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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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三）△ 蘿拉的藏寶圖 / 邵源源
▽ 故事大冒險 / 洪秀鳳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樓

3/14（三）△ 牛的黑夜探險 / 林麗容、洪素娥

▼

▽ 好奇猴喬治上醫院 / 李琬妤
3/21（三）△ 甲蟲先生漫遊記、留神啊，小瓢蟲! / 溫麗貞

▼

▽八歲，一個人去旅行 / 李春梅
3/28（三）△ 全世界最棒的冒險 / 洪秀鳳
▽ 勇敢湯 / 閔繼英

■ 時間：3/21（三）14：00-16：00

梁啟慧（音樂創作工作者、第21屆傳藝類金曲獎得主、現任Zita Eterma
「唯異新民樂」團長）

■ 地點：4F 4045教室

■ 時間：3/17（六）10：00-12：00

褚士瑩（本書作者）

地點：B1 樂學室

▼

■ ■

《在天涯的盡頭，歸零》

主題：冒險

他從小的夢想是當農夫，可是台灣對教育的重

■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視，卻讓他不得不走向成為一個對自己的生命沒有

空靈獨特的樂音及遼闊透徹的歌聲，原音之美

熱情的知識分子的道路。就他而言，旅行只是美好

具有撫慰人心的力量。世界級琵琶演奏家吳蠻，以

人生的第一步；透過旅行看到外面的世界以後，決

實際行動至原住民部落採風，不管是來自布農霧露

定怎麼為自己的人生踏出第二步，才是重要的。而

部落的「天籟之聲」、千古琵琶幽情與排灣戀歌的

他的第二步，就一腳踏進了NGO，並藉此得以實現

對話，排灣族小朋友清澈童聲唱出的精神傳承，抑

內心對自然、農事的回歸。

或是行雲流水般的布農八音，吳蠻以精湛的跨界音
樂編曲，讓原住民古調在人們心中留下深刻的感
動。

■時間：3/29(四)14:30-16:00

臺灣學系列講座
臺灣的左半邊—日治以來的左翼人士與左翼運動

■地點：1F 簡報室

陳翠蓮（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

《嗨!寶貝》紀錄片放映暨映後座談活動

■流程： 14:00入場

14:30影片欣賞



■ 地點：4F 4045教室

15:30映後座談會
兒福聯盟首度嘗試以紀錄片的方式，建構國人對
收出養議題的正確觀念，試圖邀請社會大眾擺脫
傳統思維，看見鏡頭下收出養家庭那超乎血緣關
係的情感。《嗨！寶貝》這部紀錄影片，藉由四
個故事，呈現收出養家庭經常會面臨的議題。

■ ■ ■ ■

親子影片欣賞
片名：神偷奶爸（片長95分鐘 普 ）
時間：3/10（六）14：00開始放映

■ 時間：3/10（六）10：00-12：00

陳翠蓮老師是政治學博士，卻投入臺灣史的研
究，她對史料的掌握有其與眾不同的地方，無論知識
上的左翼或是行動上的左翼，陳老師將有有精采的呈
現，演講大綱如下：
一、初聞臺灣共產黨

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二、消失的左翼？

地點：1F 簡報室

三、大正民主與臺灣左翼運動

故事描述一名世界級的超級大壞蛋，無意間領養了

四、第三國際與臺灣左翼運動

三個小孩子之後，竟然讓他頓時手足無措。這是一個典

五、中國共產黨與臺灣左翼運動

型的郊區社區，家家戶戶都有種滿玫瑰和有白色圍籬的

新住民臺語學習課程
■ ■

前院，只有一戶人家的房子烏漆媽黑，前院也雜草叢
生、一片死寂。街坊鄰居都不知道，這棟房子其實隱藏
了一座秘密基地，而房子的主人格魯以及圍繞著他的小

日期：3/13～6/28每週二、四19：00-21：00
地點：3052教室

六、一九六O年代的左翼青年
七、一九九O年代的臺灣左翼
八、結語

圖書館的利用課程、臺語會話練習─飲食、穿衫、揣頭路、家庭用品、

小兵軍團正準備幹下史上最大的一票，他們打算偷走月

踅街、庄跤鳥鼠仔遊台北篇等有趣實用的主題內容；除了聲調與拼音練習

球。

外，含括語詞延伸、對話、句型練習。
格魯的興趣就是幹盡所有壞事，他的武器包括縮小
※本課程共32堂，免費參加。唯第一堂課時需繳交保證金500元，全勤者免費

光、冷凍光和一架陸空戰車，而他也會消滅任何擋他路
的人，直到他遇見了三個天真活潑的孤兒，她們從他身
上看到沒有人看得出來的特質：他會是一個很好的奶爸。

繪 本 童 書 園 聽故事時間
3月3日場次適逢補行上班上課，活動暫停。

贈送一份精美禮物。出席26堂以上，課程結束退回保證金。
報名方式：電話：29266888#2105（吳小姐）；傳真：29265415。
電話：25784515#140

(張小姐) ；傳真：25784609。
第二次農組大會

農運與布施辰治

講座

日期：3/1～4/1

終身學習系列講座
古調新貌．臺灣原聲之美

與作家有約

親子活動

欣賞喔～

故 事 童 樂 會 聽故事時間

▼

親子主題書展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