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工藝64級創作聯展
■時間：5/2～5/15
■地點：4F 雙和藝廊
本次展出同學們的美術創作，作品包含工藝、國畫、膠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臺灣大調查－館藏調查報告類書展

主題書展

■時間：4/10～7/15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以臺灣原住民殺害琉球難民一事為由，陸續派人來臺進行

現自我的風格，將美的情感及對萬物的想像表現於畫作中，透

調查。

藝樣眼光 - 若瑄2012個展

口等調查事業。在土地調查等平地調查工作告一段落後，

雞排英雄 Night Market Hero 片長124分
首部票房破億國片，並榮獲第1屆「美國關島國際影展」最佳劇情片。
劇情描述沉迷布袋戲的台客英雄、嗆辣不服輸的文藝女記者、為弱小
弟弟無私奉獻的雞排大姊大、不容欺負的單親牛排辣媽，一群赤手空拳
的平民英雄，槓上出身地方的惡質政客，展開一場捍衛土地的夢想之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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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情無價—孝親影展
5/03(四)
海洋天堂
Ocean heaven
Poem

臺灣社會的宗教信仰狀況，而實施宗教調查。

觀眾關係為主軸，討論三者之間既依附卻又各自獨立，

總督府及其地方官廳分別設置各種調查研究機構，例如農事試驗場、糖業試驗場、

相互激盪牽引的美麗課題，若瑄透過多元的繪畫元素，

園藝試驗場、茶樹栽培試驗場、中央研究所等均屬之，延攬學者專家長年致力於實驗研

5/10(四)
美麗的聲音
Harmony

究工作。配合日本的南進政策，臺灣總督府所屬的調查研究或高等教育機關亦積極派遣

本片敘述一名父親與自閉症兒子的父子情。由李連
杰、桂綸鎂主演，周杰倫演唱電影主題曲「說了再

片長97分

見」。劇情帶領觀眾伴隨一個慈父，學習去愛的同
時，慢慢地放下。
本片女主角靜慧為保護腹中胎兒，錯殺暴力相向的丈
夫而入獄服刑。監獄女囚犯為治療彼此受傷的心組成

片長115分

同上

合唱團，每個人都努力唱出最真誠動人的歌聲，並為
將被送去寄養家庭的孩子送上最後的祝福…。

專家學者前往華南、南洋從事調查研究工作。其結果，留下為數可觀的成果，不僅成為
5/17(四)
笑著回家
Homecoming

總督府各項政策和施政之重要參考和依據，且奠定臺灣近代學術之基礎。

裳」，是一幅形線交織卻又自由不拘的抽象作品，遠觀
畫布上色塊和顏料堆疊，轉瞬一名形影纖纖，容貌佼好的
女子，即在畫布上飛舞出美妙的青春活力。藝術家透過色彩和線條的表現，主觀賦予畫
布勻稱的生命量能，然而女子的動能實則是來自觀賞者不同的靈感和想像，雖然因背景

主題書展

的不同，女子之舞在群眾內心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感動，然而藝術家卻成功組織了人們對
「雲想衣裳」這耳熟能詳的語句，一個浪漫又別出心裁的想像。

拯救海洋，保護環境

■時間：5/15～6/24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書藝風華－館藏裝幀形式展

人類生活在長期高度發展後，對地球環境帶來極多不良的影響，而占地球面積七

■時間：即日起～7/6(週二至週五9:00～17:00)
■地點：5F 特展室

■ 地點：B1國際會議廳

■ 播放場次： 14：00起／ 16：30起 ■ 地點：1F 簡報室

戶口普查。此外，為了防治熱帶傳染病、風土病，乃展開衛生調查工作；同時，為掌握

<藝樣眼光>將展出三十多幅作品，如「雲想衣

金獎電影系列

■ 播放場次：5/20(日)下午2:00起

總督府進一步從事林野調查；而舊慣調查包括漢人、原住
民舊慣之調查；戶口調查則係每隔五或十年定期進行全臺

充滿音樂律動的油畫作品。

其他親子、家庭關係之作品如《換我照顧你》、《臺北爸爸,紐約媽媽》、《最好的時

寵》等書，希望讀者感受到親情無價進而珍愛家庭。

況、人口結構及住民慣習，治臺初期展開土地、舊慣、戶

■地點：4F 雙和藝廊

卓然不同的觀點，呈現對生活與文化意象的妙思，展出

之專著等；展出廖蕙玉感人的親情散文《後來》、張大春深情作品《聆聽父親》以及

光》、《幸福,從改變態度開始》、《媽咪!我愛妳》、《我叫他,爺爺》、《三從到三

日本領臺後，臺灣總督府為了充分掌握臺灣的土地狀

■時間：5/18～5/30

此次展出的主題<藝樣眼光>，是以藝術家、作品和

觀念及氛圍，本館精選以親情為主題之溫馨散文、小說以及名人書寫家庭、父母情感

熱門電影院

影片欣賞

所創作出的獨特作品，每個人試著用自己獨特的繪畫語言，表

展覽

日本在領臺前已對臺灣展開調查研究，1871年，日本

出，能提供藝術後學及大眾不同的美學享宴

■時間：5/8～5/27

溫馨的5月為教育部訂定之「孝親家庭月」，為傳遞「家庭有愛、孝道永傳」之

彩、水彩、油畫、雕塑等，皆是同學們由工作及生活中的體驗

過畫面、色彩及氣韻創造出自我的創作語言。寄望此次的展

親情無價

臺灣地區廟宇分布圖

衛生保健實地調查地

熱帶產業調查會成員（前排自右
數第8位為總督中川健藏

裝幀到底是什麼？

5/24(四)
我的父親母親
The road home

5/31(四)
天天好天
Great day

新加坡導演李天仁作品。電影由三個故事組成，故事
發生在新馬兩地的華人新年除夕日， 講述戲中的四名

片長93分

主角回家過年吃年夜飯途中所遇到的趣事； 一個個溫
馨的情節，帶出了家人的重要性...
本片為章子怡的銀幕處女作，並於柏林影展中大放光
芒。影片以兒子的觀點，追憶父母當年純樸但動人的愛

片長92分

情，一只青花瓷碗，一枚小小的髮夾，都在導演張藝謀
的成功調度下，成為令人神往的愛情信物。
馬來西亞2011年最賣座中文電影。描述兩位住在老人院
裡，總愛話當年、比較誰的孩子最有出息的老人家，因

上海宴
片長88分

被起哄要拿出證據，兩人到吉隆坡尋找證據…，是部輕
鬆搞笑卻不忘提倡親情可貴的溫馨電影。

成的海洋及其生態，更是受到許多破壞。為宣導節能減碳的環保知識，此次書展以介
紹海洋環境、海洋生態及地球暖化為主，輔以環境教育之圖書，讓民眾瞭解地球環境
被破壞之嚴重性，共同力行節能減碳，以保護海洋及生活環境。

你手中的這整本書的樣子，就是經過裝幀設計的
結果！
封面是，封底也是，書衣是，書腰帶當然也是。所以「裝幀」一詞，是指圖書的設
計，通過設計將有關書的各種元素結合在一起。

普 ：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這個名詞在20世紀初期開始被廣泛的使用。
透過這個展覽，我們挑選館藏裡中式、和式及西式書籍設計的珍品，邀您一起來趟
裝幀的藝與美旅程…

戶口調查事項表

土地調查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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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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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水文化創意園區

繪 本 童 書 園 聽故事時間

故 事 童 樂 會 聽故事時間
主題：我的媽媽咪呀

（臺灣省教育廳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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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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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樂學室
5/2（三）△鯛魚媽媽逛百貨公司 / 源源
5/9（三）△我的媽媽 / 麗容、素娥

▽永遠愛你 / 春梅

5/16（三）△你是我永遠寶貝 / 秀鳳
5/23（三）△有一個下雨天 / 麗貞

▽小牛找媽媽 / 秀鳳

▽逃家小兔 / 琬妤
▽我家的故事媽媽 / 秀鳳

5/30（三）△阿文的媽媽噴火了/ 信美

▽媽媽的禮物 / 寶英

終身學習系列講座
飲食安全與減毒生活

鄭政誠（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吳家誠(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教授)

■ 時間：5/12（六）10：00-12：00

■ 時間：5/19（六）10：00-12：00

■ 地點：4F 4045教室

■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為瞭解臺人舊俗，制定適用臺民之法，以利行政

本演講在於期待大家以「早期人們簡樸自然的心

與律法施展，臺灣總督府於1901年設立「臨時臺灣舊

態」，面對日益複雜的生活及消費方式，重視各類生活食

慣調查會」，以官方資源與編制，大力進行舊慣調查

品、用品的潛在危害或健康威脅，瞭解因大眾生活及不當

工作。由於該會每年均編有預算，且網羅日本國內學

消費，造成日益迫切的環境及生態壓力；體會在「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唯一地球

術人才，從事田野調查、史料考證與法案編纂，在兼

上，人類行為必造成生態環境反撲的現實。希望透過演講讓大家可以一同面對困難重

顧行政與專業原則下，可謂有效掌握清代臺灣各項舊

重的問題和愈來愈大的漩渦。

慣古俗。此外，其各項調查報告成果，如《臺灣私

日期：5/19（六）14:00-15:30

法》、《清國行政法》及蕃族調查報告書等，也成為

與作家有約 回到沿海

爾後學術研究之重要材料。

廖鴻基（本書作者、海生館駐館文學家）

■

童書作家與小讀者有約
講題：《帶著童書去旅行》
講師：謝依玲(《帶著童書去旅行》作者、資深譯者)

■ 時間：5/2（三）14：00-16：00

歡迎親子(孩童建議低中年級以上)、教師、故事媽媽

■ 地點：4F 4045教室

等喜愛日本童書及繪本的一般民眾參加。

最深邃的海洋記憶，最原初的生命感動！

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一趟趟搏魚、鏢魚、拉網、拔繩，受創的漁獲將鮮紅的

兒童圖書主題書展

血液灑入水裡，舷邊團團紅霧很快流水散去。漁港、漁船、出

■ ■ ■ ■

親子影片欣賞
片名：瓦力（片長107分鐘 普 ）
時間：5/12（六）14：00開始放映

■ ■

主題：地球我的家

我們每天生活的地球，正面臨許多的環境問題，生態環
境逐漸改變、南極冰山日益消融，就連氣候也都因此變得異
常。愛護地球是我們的責任，您有愛護它的好方法嗎？5月

地點：1F 簡報室

展出本館與環境主題相關之兒童圖書，歡迎大小朋友藉由書

【瓦力】是3D動畫第一品牌皮克斯的第九部
（Andrew Stanton）執導的第二部動畫片。
這部動畫描述好幾百年以後，地球的垃圾堆積如
山，污染嚴重，人類紛紛移居到外太空居住。

中的豐富內容一同找到愛地球的好辦法！

樂齡健康樂活講座
神奇的肌筋膜痠痛自療法

落幕的黑潮漁撈大戲。

電子資源推廣課程
■ 時間：14：00～17：00

■ 時間：5/9（三）14：00-16：00

■ 地點：1樓簡報室

■ 地點：4F 4045教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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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鐘開始進場）

■ 對象：55歲以上樂齡讀者

■ 報名方式：1.傳真報名：29265415 2.電話報名：29266888轉2105 吳小姐

2011年3月美國時代雜誌封面標題
Understanding Pain，說明了美國目前約有3億

球定居。瓦力每天的工作就是打掃，晚上則居住在一

人口，其中有7600萬人飽受長久折磨的疼痛之

個鐵皮貨櫃中，他最大的樂趣就是從垃圾堆中發現各種奇特的物品，當作自己的收

苦，而且疼痛將不再只是痛，在美國，疼痛問

藏。

題已經被當成「疾病」在做治療。胡世銓主任從事醫療與復健已經超過20

當的傾心，迫不及待要把自己的好康收藏與她分享…

航向二十多年來使他生命開闊的海洋，記錄漁人搏浪拔魚的故事片段和深埋心底不曾

胡世銓（喜悅健康診所生活醫學部主任）

有一天人類決定派打掃機器人瓦力到地球打掃環

後來人類派了另一位女性機器人來查看整個清理的狀況，這位專家就好比機器

裡，兩個世界數個空間的劇烈拉拔。每個漁人都是一艘船，徘徊

因為遭逢人生關卡而啟航的廖鴻基，藉由花蓮港、幾艘沿海漁船、幾位老漁人，

境，希望有一天環境變好之後，人類能夠再回來地

人中的名模一般，外型有如最時尚的i-pod，閃閃動人，而純樸的瓦力當然也對她相

海、返回、甲板、海面、水下，漁撈是一場陸與海、空氣和水
在自己的生命大海，尋找不可能的安定。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樓

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作品，是由【海底總動員】導演安德魯•斯坦頓

國島水馬所繪
《臺灣漫畫年史》

日期：5/1～5/31

年，治療過無數國人因為長期姿勢不正確、受傷或是運動不當等造成疼痛
問題不計其數，根據獨到的經驗以及評估方式，讓您了解酸痛的成因及對
症下藥的治療與復健最佳方法。

3.網路報名：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或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
日

期

課程內容

5/09(三)

新聞時事、法律常識：館藏資源利用教育課程(一)、Taiwan News、新
聞知識庫、法源法律網、月旦法學知識庫。

5/16(三)

期刊論文暨美語課程：館藏資源利用教育課程(二)、CEPS中文電子期刊
服務、HyRead臺灣全文資料庫、AMC空中美語

5/23(三)

電子書主題(一)：館藏資源利用教育課程(三)、長晉電子圖書繪本、格林
動感繪本～咕嚕熊共讀網電子書、布克聽聽兒童數位閱讀網電子書

5/30(三)

電子書主題(二)：館藏資源利用教育課程(四)、Koobe電子書、節慶大
書、親親文化Little Kiss電子書、臺灣尋根網

講座

時間：5/5（六）15:00-16:00

親子活動

■ ■

故事名稱：四個朋友 / 施政廷文.圖

臺灣學系列講座
調查才有發言權：日治臺灣舊慣調查的原委與結果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