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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電影院  文學大師系列影展— 他們在島嶼寫作
■播放場次： 14：00起／ 16：30起  ■地點：1F 簡報室

4/05(四)

朝向一首詩的完成
Towards the 

Completion of a 
Poem

楊牧，臺灣著名詩人、散文家與學者，作品影響文壇

深遠。本片由女導演溫知儀執導，透過文壇大師的精

采故事，用女性細膩內斂的深度出發，拍出其作品真

實性、也拍下他背後不為人知的秘辛和感動。

片長75分 

4/12(四)

逍遙遊

The Untrammeled 

Traveler

余光中，被推祟為兩岸三地文學界最有影響力的作

家。本片由導演陳懷恩執導，跟隨著余光中夫婦的遊

屐，牽引出詩人的鄉愁、文學啟蒙、寫作風格與文壇

交遊，以及其走過中西思潮交會澎湃的歲月。

片長75分 

4/19(四)

如霧起時

Port of Mists

鄭愁予，臺灣著名詩人，《鄭愁予詩集》被選為

「三十年來對台灣社會最具影響力的三十本書之

一」。本片導演陳傳興以文論文，不評判，不詮釋，

只將其傳誦不衰的詩作透過影像來投射出一種截然不

同的情感張力。

片長90分 

4/26(四)

尋找背海的人

The Man Behind 

the Book

王文興，臺灣著名作家，其作品《家變》及所創辦的

《現代文學》雜誌影響台灣文壇甚鉅。本片以21個線索

為主軸，藉由年輕小說家尋訪的蹤跡，串起王文興的文

學生涯。

片長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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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滿12歲之兒童不得觀賞！ ★提醒您依規定分級欣賞影片！★

主題電影院   2012新北市電影藝術節巡迴影展
■播放場次：4/15(日)下午2:00起2片連映   ■地點：B1國際會議廳

金城小子 片長72分

本片榮獲2011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金城是在東北遼寧的小城鎮，劉小東十七歲時離開故鄉金城，到北京學藝術，

此後，他走過很多地方，畫了很多畫，國外評論家稱他為「中國最重要的畫家

」，作品常受邀到世界各大美術館。三十年過去了，他決定返家，面對出生地

寫生。面對經濟快速發展下時代的變遷，一個藝術家如何表現於畫作中？對於

一個返鄉者，思考能帶來怎樣的前行力量呢？

古巴萬歲 VIVA CUBA 片長79分

本片榮獲2005年坎城影展青少年特別獎，及2006年臺灣國際兒童電視影展最佳

劇情片。

本片以清新雋永的手法，將純樸美麗的古巴風情展現於世人眼前；人與人之間

細膩的情感、大人與小孩思考角度的差異，在此片中發揮得淋漓盡致。不說教

、不嚴肅，《古巴萬歲》以一對天真、可愛的兩小無猜出發，在輕鬆、幽默的

旅行故事中，帶你探索、體驗複雜的親情與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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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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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臺灣大調查－館藏調查報告類書展

書藝風華－館藏裝幀形式展

■時間：4/10～7/15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日人領臺前與領臺後的調查研究，均成為

臺灣總督府各項施政的重要依據。1871年，日

本以臺灣原住民殺害琉球難民一事為契機，陸

續派人來臺進行調查。   

1895年，日本領有臺灣，參酌西方殖民地

經驗，一方面維持當地原有習慣，一方面從事

調查統計工作。臺灣總督府機關單位進行的調

查，除廣為人知的土地、戶口、舊慣三大調查

外，尚有原住民、林野、衛生、宗教、史蹟天

然名勝紀念物、各種社會資源等調查。教育機關單位，亦支援調查工作。

日本將臺灣視為前進南方的跳板，由官方主導、民間企業協助，著手調查華南、南

洋的相關資訊。這些調查成果，部分沿用至今，更成為重要歷史參考資料。

周榮源師生畫展
■時間：4/18～4/29

■地點：4F 雙和藝廊

本館為推廣社會教育、落實終身學

習、傳承技藝，提倡休閒文化、充實國

民精神生活，特開設水彩繪畫班。指導

老師周榮源，復興崗美術系畢業，現任

美國世界藝術聯合會常務理事亞洲區副

祕書長、中華國際文化藝術交流協會副

理事長等職。

水彩班課程，先以靜物為作品培養

入門，著重以構圖和物象選擇，必須考慮何者為主題、何者為襯托物，色調的變化及水

份之運用，筆觸線條以及對物的立體明暗處理。對風景畫的表現方法多以戶外寫生，著

重風景之主題，構圖色調水份之運用，使之氣韻生動，觀察思維憑藉著畫者之感覺、領

悟體會為原動力，把主題發揮到最大的限度，最後方能找到自己的藝術方向。

SkyLine 2012郭雅秀影像設計展
■時間：4/5～4/15

■地點：4F 雙和藝廊

多年來不由自主的追逐著世界各地的天際線

嚮往著城市的建築、結構與天空交際時所形成的光景

天際線的那一端有著一種未知的可能性像是代表著無限的希望及光亮的未來

將遇見SkyLine的那一瞬間凍結 

收集懸掛在天空的線條及形狀

以視覺設計的手法定像

週而復始，內心依舊充滿著感動與新奇

這一系列的作品是作者繼2006年「舞動於巴賽隆那的天際線」個展之後 

將天際線的創作取材提升至4大洲的最新展覽

倫敦、紐約、奧克蘭、東京、香港、澳門、台北、瑞士及法國各地等等

誠摯邀請您一起優遊於SkyLine的影像設計世界

■時間：即日起～7/6(週二至週五9:00～17:00)

■地點：5F 特展室

裝幀到底是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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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設計將有關

書的各種元素結合在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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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裝幀形式來審視館藏珍貴的中式、和式及西式書籍的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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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書展　轉角遇見詩之美
■時間：4/10～5/6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書城裡，以詩卷最為迷人。精簡、短少的幾個字句，道盡作者的思想與情感，多

少離合悲歡盡在其間，竟無一語詞廢，讓人引以為平生知己。只要夠敏銳、肯用心，

我們將驚奇的發現，生活中，處處都見得到詩之美。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迴。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宋 • 朱熹《觀書有感》

好書，就是我們生命的源頭活水，增長了我們的智慧。

好書，也的確經得起百回讀，每讀一回，就多得一分領會。

主題書展　閱讀日本
■時間：4/10～4/29

■地點：2F 新書展示區

日本擁有優美典雅的傳統文化，也有著現代化國家的

富強進步，為加深讀者對於日本有更進一步了解與認識，此

次書展聚焦可以呈現日本歷史、生活、

社會等日本文化的圖書。展出圖書包括

《日本文化史：日本文化的光與影》、

《科技維新：日本再起》、《Modern 

Japan 》、《Bushido:the soul of 

Japan 》等，期藉由書展帶領大眾進入

日本國度，展開一場深度知性之旅。

總督府研究所

東京日日新聞所刊牡丹

社討伐版畫

戶口調查簿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第一部調查第一回報告

書附錄參考書》

上海宴

活水文化創意園區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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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 本 童 書 園 聽故事時間

■時間：15：00-16：00

■ 地點： B1樂學室

▼ 4/07（六）老鼠娶新娘

故事帶領者：本館「繪本童書園」閱讀志工第1組

對象：4-8歲兒童及家長

自由參加（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片名：快樂腳（片長107分鐘　　）

■時間：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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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冰天雪地一望無際的南極洲冰原，每一隻企鵝都靠

美妙清脆的歌聲來尋找心靈伴侶，要是不會唱歌的話，

恐怕就一無是處囉，但是這種機率幾乎連百萬分之一都

不到，可是波波卻不幸地是那百萬分之一的小企鵝，他

的歌聲是全世界最難聽的，不過他卻是一個天生的踢踏舞

高手，每當他高興的時候，他的腳總會不由自主的踏出快

樂的旋律，但是這樣的才能卻被他的族人們認為是一種奇

怪的行為，每次他高興踏著舞步的時候，總是被族中的長

老們冷眼對待，更有長老認為這是族裡漁獲減少的天譴之

一，並被逐出帝王企鵝村莊。

波波心中總有個疑惑，漁獲量減少難道真的是他造成的？他擅長踢踏舞的雙腳

是否真的會招來不幸？於是波波決定查明真相，他要知道是什麼樣的生物帶走了大

量的魚群，危害了他的族群。

波波能否用他小小的力量改變全世界？意志力堅強，始終相信自己的波波將讓

你看到一隻平凡的企鵝，展現出最不平凡的勇氣和毅力。

親 子 影 片 欣 賞

普

故 事 童 樂 會 聽故事時間 【大家的好朋友─圖書館】兒童圖書主題書展

■日期：4/3~4/30   

■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樓 

你知道圖書館有好多好玩的圖書嗎? 有許多有趣的故事嗎? 和我們一起來遨遊圖書

館吧！感受新鮮有趣的閱讀夢想之旅，本月展出與圖書館相關主題的兒童圖書。

終身學習系列講座  

海洋魚類--人類最後的野生食物
邵廣昭(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兼系統分類及生物多樣性資訊中心執行長)

■時間：4/21（六）10：00-12：00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五、六十年前我們上一代所吃的每一尾魚

幾乎都是由海洋或河川湖泊中所捕撈上來的野

生魚類。但到了今天我們發現，人類大肆掠

奪及破壞污染的結果，野生的魚類資源正迅速

地枯竭，於是不得不發展養殖漁業來彌補。但

科學家已警告養殖的發展亦有其隱憂。如果再

不趕緊推動「限漁」、「慢漁」、加強海洋保

護區的劃設與落實管理，以及推動綠色海鮮的

行動。預估到了本世紀中期，海洋將已無魚兒可捕，到時候如果還想要吃海鮮，大概

只能買到養殖的種類。換言之，海洋漁業之產業也將正式走入歷史。此種不永續的現

象，正是我們這一代，不論您是30歲、50歲或70歲都應要肩負的責任。

主題：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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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11（三）△ 顧奶奶和拼圖豬 / 邵源源

　　　　　　▽ 穿背心的野鴨寶兒 / 閔繼英

▼ 4/18（三）△ 快樂的小燈燈 / 林麗容、洪素娥

　　　　　　▽ 拼被上散步 / 溫麗貞

▼ 4/25（三）△ 愛蓋章的國王 / 洪秀鳳

　　　　　　▽偉偉找快樂 / 曹玉玲

臺灣學系列講座  
臺灣童年，百年童玩；遊習世紀，全齡游藝
張世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教授 ）

■時間：4/14（六）10：00-12：00

■地點：4F 4045教室

在多數人的觀念裡「玩」只是一

種消遣、娛樂或學習、工作之餘的調

劑活動，但在人類行為與身心發展

上，卻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張

世宗教授曾提出：「“兒戲”非兒

戲」，主張游藝學（遊戲學）對兒童

的成長與性格發展影響頗巨，四月欣

逢婦幼節，我們邀請張教授來分享他

的研究精華，講座大綱如下：

一、臺灣童年之世代分期

二、「童玩」與童玩研究

三、「童玩」的教育應用

四、「游藝學」初探

五、新世紀「樂育」產業發展前瞻 與作家有約  

作對與吟詩

廖一瑾（文化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時間：4/18（三）14：00-16：00

■地點：4F 4045教室

詩者，乃是我中華民族之文學主流。翻開

中華民族之文學史，可以說是一部詩之歷史。

詩的本身，具有和諧之聲調，吟誦起來，

特具抑揚頓挫之旋律美。能於潛移默化中，導

人心於敦厚和平。故得以歷久而不衰。為響應

一年一度的「世界書香日」，及呼應國家圖書

館「閱讀詩之美」系列講座『詠』春．閱讀詩

之美系列活動」，本場次邀請文化大學中

文系廖一瑾副教授，帶領讀者一同賞析

詩詞之美外，亦將現場吟唱優美動人之

作品，讓參與者，享受一場詩的盛宴！

樂齡學習e起來    電腦學習課程

資訊新鮮嚐（基礎班）

■時間：4/10（二）第1梯次 09:10-12:10/第2梯次 14:10-17:00

■地點：2F電腦教室

■授課教師：巨匠電腦講師

報名方式：�4/3（二）上午9時起，攜帶本館借閱證等證明文件於2樓櫃臺親自

報名。每梯次18位學員，額滿為止。

條件限制：�未上過本館100年度樂齡電腦相同課程者及民國46年3月前出生之

55歲樂齡讀者。

第1梯次/基礎電腦3小時 第2梯次/基礎電腦3小時

對象：未接觸過電腦

1.電腦基本認識

2.滑鼠與鍵盤介紹

3.WindoWs環境操作

4.文字輸入操作

5.Word介紹與基本操作

6.綜合練習

對象：不熟悉電腦基本操作

1.基礎電腦操作介紹

2.個人化介面設定

3.視窗環境簡介

4.輸入工具及輸入法介紹

5.綜合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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