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臺灣舞台上的人物─館藏日治時期名錄類書展

繪本阿公

■時間：8/7～9/16（09：00-17：00週一休館）

■時間：7/1～8/31

■時間：8/7～12/16

■地點：4F 雙和藝廊、1F 大廳

■地點：2F 多元文化資源區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府轄各單位、地方官廳和準自治

九十八週年館慶，特別邀請鄭明進先生於雙和藝廊舉辦繪
本阿公圖畫王國～鄭明進80創作展。
本展覽以鄭明進老師圖畫書原畫及相關東洋絕版圖畫

團體亦各自發行職員錄。民間團體名簿則可分為同窗會等

書收藏為展覽主軸，輔以工作坊、座談會及教育活動，以

社教團體名簿、同好團體名簿、縣人會名簿和工商團體名

動與靜的方式，開啟創作者、研究者與讀者的對話，從鄭

簿等類型。「人士鑑」收錄各領域知名人物，「傳記」則

明進老師的創作生涯回顧，做為一窺臺灣兒童文學美術發

有長有短，長傳多為傳主故後由友人編輯而成，帶有紀念

展的契機。

性質，小傳的評述對象包含官界和民間人士，並帶有編纂

相關活動詳情請見本館網頁

者對傳主的評價。「自傳」多述傳主生平、家庭和學經

開幕式暨畫家導覽8/8（三）14：00（4樓雙和藝廊）

歷，有些則強調傳主於特定期間之表現。本檔所展出之各
種人名錄保留各領域官、民人事資料，為研究日治時期臺

1925年《臺灣總督
府及所屬官署職員
錄》

【影片放映】
臺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 (片長30分鐘)

工作坊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多媒體放映區（展覽區旁）

白髮童言懷舊情

■時間：7/31～9/2

俗語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家中長輩的生命經驗
及人生智慧可謂豐富且深刻；讓年輕世代瞭解長者、接近長

每年8月的第4個星期日為「祖父母節」，為響應此節日，並鼓勵年輕世代近老、

●時間：8/11（六）14：00-16：00 ●地點：4045教室。

書包括《我阿媽係外星人》、《阿媽的料理》、《家有寶貝奶奶》、《臺灣少年吔：

●對象：藝術科教師及喜愛圖畫書有童心的大人們。

阿公の 故事》、《沒有電視的年代》、《昨日重現》、《為臺灣蒐藏回憶的人》、

座談會

《老台灣柑仔店》等書，提供祖孫共讀，同享閱讀天倫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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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樂齡影展
8/02(四)
青春啦啦隊
Young at heart
8/09(四)
走出五月
Goodbye May

8/16(四)
天水圍的日與夜
The way we are
8/23(四)
親愛的醫生
Dear doctor

●對象：新手父母、對幼兒發

●時間：8/11（六）15：00-16：00 ●地點：B1樂學室 ●對象：2-8歲親子，30對
2.描繪親子互動的創意童「畫」
●時間：8/25（六）15：00-16：00 ●地點：B1樂學室 ●對象：5歲以上親子，30對。

印花等，不難想見手工紙之多樣性。

出一番新氣息。

●對象：一般民眾

1.＜老鼠偷吃我的糖＞故事劇場

蓮花座寫經紙

明，帶著一幫年輕團員跋山涉水，踏上環島之路，為台灣的陣頭文化闖

者，必能從中挖掘寶藏，培養彼此互信互諒的親密關係。

本片記錄了一群65歲以上的爺爺奶奶們，他們因參加
長青學苑的啦啦隊比賽，進而有機會登上2009年世界

片長105分

運動會的舞台表演。在劇中詳細記錄了他們練習的情
形，以及各種生老病死的突發狀況。
音樂憤青李正森（柯有倫 飾）為參加「國際駐村藝
術家計畫」而提出「將傳統京劇與電子樂結合」的創

片長113分

意，沒想到大受讚賞，還來不及高興卻傳來噩耗，最
疼愛他的奶奶過世了…。

同上

天水圍，一個座落於香港邊界的新市鎮，吸引了大
量新移民湧入，被社會大眾看做是香港的「悲情城

片長97分

市」。雖然影片中有單親家庭問題、孤寡老人問題、
中學生成長問題，但故事反映出天水圍溫情的一面。
一個偏遠、只剩下年邁長者的村莊裡，醫療僅由一位
老醫師負責。老醫師會關心村民的健康、陪老人們聊

片長127分

心事，令人十分敬愛。然而，從外地來實習的年輕醫
生，卻意外發現老醫師來到小村莊的秘密...。
一名上了年紀的好萊塢資深演員(摩根費里曼飾)，在

8/30(四)
長期休息之後考慮接演一部小成本電影。正當他開始
這個角色的準備工作之際，遇上了脾氣古怪的美女收
一路愛相隨
10 items or less 銀員史考莉(帕茲薇嘉飾)。兩人因此踏上了一段短暫

親子活動

手工造紙在其悠久的發展過程中，除了

有團員的質疑眼光，阿泰決定要用自己的方式證明，背起鼓、扛起神

■ 播放場次： 14：00起／ 16：30起 ■ 地點：1F 簡報室

●時間：8/26（日）14：00-16：00 ●地點：4045教室 ●對象：一般民眾

造紙原料的擴展、造紙工序的改進之外，基於

續緊張。一次意外，阿泰竟陰錯陽差接下團長位置。上有長輩傳統，下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展有興趣者

■地點：5F 特展室

青少年主題書展

犀利青春‧犀利情緒

片長81分

的旅程，而生命也就此產生了意想不到的轉變。

■時間：7/31～9/29
■地點：3F 青春閱讀區
青少年從脫離兒童時期開始，到成為一

修護圖書之前，必先瞭解製成圖書的基本

工作坊、座談會、親子活動報名方式：
7/23起至該場活動前7日止（該場額滿即不再受理報名）。請至毛毛蟲網頁
下載報名表http://www.caterpillar.org.tw/html/front/bin/ptdetail.
phtml?Part=news_81&Rcg=106717
填妥後e-mail至service@caterpillar.org.tw或傳真至02-2357-0451
洽詢電話:02-2357-9936

材料—紙張。因此，做為圖書修護材料學的基
礎，對紙張的認識是必要的工作。林業試驗所
執國內手工紙研究之牛耳，並研製多種精美手
五色金花紙

主題進行展出。各種紙張在書畫或裝裱修復使
用上有哪些特點？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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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書展

3.親近圖畫書，悅讀鄭明進座談會--描繪圖畫書中兒童畫．話

■時間：8/7～12/7（週二～週日9時～17時）

阿泰（柯有倫飾）出生自台中知名陣頭世家，但父子關係因他的叛逆持

民朋友更豐富的圖書資源與服務。

2.揭開你家孩子畫中的祕密- 臺灣圖畫書教父的美學教養分享會

纖纖遇紙：手工紙張特展

工紙張，此次遂與林業試驗所合作以手工紙為

並展覽，達到資源共享、館際合作的目的，以期提供在臺新住

敬老，本月展出懷舊主題之圖書，以及講述祖孫情之散文、小說等文學作品。展出圖

●時間：8/18（六）14：00-15：30 ●地點：4045教室

術，如砑光、填粉、施膠、塗蠟、染色、灑金及

藉由臺北市立圖書館與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交換館藏

鄭明進圖畫書創作工作坊-美術教育主題多元師生互動

●時間：8/12（日）14：00-16：00 ●地點：4045教室

■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陣頭 Din Tao：Leader of the Parade 片長124分

1.親近圖畫書，悅讀鄭明進座談會--以孩童的眼觀看圖畫書中的圖像

■時間：8/11（六）、8/22（三）14:00開始放映

金獎電影系列

影片欣賞

數眾多之職員錄。1898年起，臺灣日日新報社逐年出版

土圖畫書作家的優秀作品讓更多人認識，今年欣逢本館

熱門電影院

■ 播放場次：8/19(日)下午2:00起

■對象：在臺新住民朋友與關懷新住民的民眾。

繪本阿公 圖畫王國

展覽

日治時期為確實掌握人事動態，官界、民間皆編纂為

實用及裝飾性的目的，逐漸發展出各種加工技

多元文化館藏交換聯展

本館在推動兒童閱讀同時，也持續辦理圖畫書作家的原畫暨手稿創作展，讓本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灣各領域人事變遷珍貴且重要之史料。

圖畫王國 鄭明進80創作展

個成熟的個體，期間生理、心理、性格及思
考模式皆開始急遽改變與發展。青少年這個
階段有許多的疑惑、挫折和迷失，可能來自
學習、交友、生活等各方面，因此在成長過程
中有許多情緒問題需得到認同與協助。此次書
展希望能對面臨青春期風暴以及所有可能會遇

導覽

到相關問題的讀者，在課堂之外，得到更具體的

1.假日導覽：每日上午10點及下午2點定時導覽。

人生建言，以能戰勝情緒、快樂成長。

2.平日10人以上團體預約：參觀前3日e-mail（ysh@mail.ntl.edu.tw）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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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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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宴

活水文化創意園區

故 事 童 樂 會 聽故事時間

與作家有約

終身學習系列講座 挑戰大崩壞的未來

日期：8/1～8/31

主題：爺爺奶奶我愛您們

《風和日麗：幸福的台灣小農》在地食材 × 世界料理

楊志良（亞洲大學講座教授、前衛生署長）

地點：親子資料中心2樓

時間：週三△上半場15：00-15：30 ▽下半場15：30-16：00

黃惠玲（本書作者）

■ 時間：8/18（六）10：00-12：00

地點：B1 樂學室

■ 時間：8/15（三）14：00-16：00

■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一直以來臺灣都以美麗的山水風光，和人文

的故事。在炎炎夏日的暑期假日裡，歡迎您走進
圖書館，與我們一起從繪本中發掘臺灣的另一個
美麗的面貌。

8/01（三）△ 精采過一生 / 張慧民▽ 曾曾祖父106歲 / 林秀麗
8/08（三）△ 會飛的抱抱 / 閔繼英▽ 傳家寶被 / 張慧民
8/15（三）△ 什麼 / 章寶英▽ 豆粥婆婆 / 曾琬妤
8/22（三）△ 木筏的夏天 / 溫麗貞▽ 湯姆爺爺 / 李春梅
8/29（三）△ 辛爺爺的怪獸 / 陳信美▽ 爺爺一定有辦法 / 章寶英

（本講座需事先報名，請撥0800-033088）

■ 地點：4F 4045教室

臺灣是寶島，身在臺灣時可能不覺得這個小小島嶼有何出

你我的下半生不能被國債拖垮；不能被假民主愚弄；不能

眾特點，但走出臺灣遍遊全球之後，很多人開始發現這個小島

被不公不義的制度壓迫；捲入「不婚、不生、不養、不活，沒

可不簡單，它，因為四季如春，花果豐盛，生長在這裡的人，

有前景」的崩解漩渦。臺灣，正深陷不公不義的崩壞循環中！

一年到頭都能享受大地奇妙的獻禮。我們不僅有美不勝收的草

但是，只要有你，臺灣不會垮！

木蟲魚珍禽異獸可供觀賞，更有滋味不凡的五穀蔬果滋養五臟
六腑。高山迭翠大地芬芳，除卻自然風災，這裡真是世上罕見的寶島。
寶島上最寶貴的還有辛勤耕耘孜孜不倦的各行各業，即使是在土地上耕種的小
農，個個都像儒雅書生勤於求知，向大自然不斷學習。

臺灣學系列講座

臺灣歌樂藝術的現況與前瞻

曾道雄
（第15屆國家文藝獎歌劇藝術家得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兼任教授）
■ 時間：8/11（六）10：00-12：00

本書是作者三年來探訪小農的感想，介紹這些在大地的耕耘哲學家們的樂活哲
學；也嘗試以「在地食材×世界料理」，分享給大家！

故事名稱：山崖邊的花朵
■ ■

故事帶領者：本館「繪本童書園」閱讀志工第3組
時間：8/4（六）15:00-16:00

活動，顯示有志於發展臺灣歌樂藝術之相關人士所面臨

■ 地點：1F 簡報室

的嚴苛考驗。雖然如此，歌樂藝術家與團體仍創造亮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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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活動日期：7/1～8/31

3.網路報名：本館網頁活動報名、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或公務人員終身學

■ ■ ■ ■

課程內容

8/1(三)

期刊論文暨美語課程：館藏資源利用教育課程（一）、空中英語
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CEPS中文電子期刊服務、HyRead臺
灣全文資料庫。

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險。懷抱著冒險夢想，兩人從相識到結婚到艾莉離開人間，卡

活動辦法：7 /1、8/1各公布一張學習單，請小朋友到親

爾從沒能實現他對艾莉的承諾。七十年過去，寡居的七十八歲

子櫃台填寫後，持本館借閱證到親子櫃台核

卡爾老先生，為了信守對愛妻的承諾終於將在今天起飛！誰

對答案與領取獎品，每人限領取一次。如七~

知道，前一天一直糾纏不清的小童子軍小羅居然出現在40,000

八月份學習單皆有填寫且答對，可再獲參加

英呎高空中，卡爾爺爺對他相當的頭痛，想盡一切辦法想要擺

獎乙份。

脫他…但從頑皮的小羅身上他發現了生命中最為重要的階段，也重新檢視了自己的生

活動地點：親子資料中心

時間

地點：1F 簡報室

活動對象：國小一～六年級小朋友

活，兩人也結伴一起展開大冒險。雖然旅途中兩人不斷爭吵，但最後還是都會互相扶
持解決困難…

健康樂活講座

習入口網

片名：天外奇蹟（片長96分鐘 普 ）

8歲的小男孩卡爾答應小女朋友艾莉將來一定會帶他去冒

樂之意義，並提出對於臺灣藝術文化的檢討與前瞻。

2.電話報名：29266888轉2105 吳小姐

（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暑期活動【輕旅行-漫遊臺灣趣】學習單

成績，如歌劇演出成為臺灣歌樂歷史的指標。透過「魔
笛」、「藍鬍子公爵的城堡」的公演作為實例呈現，主講人將探討不同年代的臺灣歌

報名方式：1.傳真報名：29265415

對象：4-8歲兒童及家長，自由參加

時間：8/11（六）14：00開始放映

學以致用，再加上國內歌樂藝術漸淪為文宣性質的表演

■ 時間：14：00-17：00

地點：B1樂學室

親子影片欣賞

關於目前臺灣「歌樂藝術」的環境，由於國民教育
體系的音樂課程未受重視，使得培育出的音樂人才無法

電子資源推廣課程
繪 本 童 書 園 聽故事時間

■ 地點：4F 4045教室

8/15(三)

新聞時事、法律常識：館藏資源利用教育課程（二）、Taiwan
News、新聞知識庫、法源法律網、月旦法學知識庫。

大手牽小手、溫馨祖孫情—

電影賞析樂悅讀《在世界轉角遇見愛》
劉英台（敦化國中退休輔導主任、國立空大生科系兼
任講師）
■ 時間：8/28（二）14：00-17：00
■ 地點：4F 4045教室

一段奇蹟之旅，串起祖孫間動人的親情！本活動透過講
座老師的解析，和您一起省思在少子化、高齡化社會中，如

8/22(三)

8/29(三)

臺灣學主題：館藏資源利用教育課程（三）、日治時期臺灣資料
全文影像系統介紹、臺灣百年時空歷史知識庫、臺灣古蹟學習知
識庫、臺灣尋根網。
自然科學主題：館藏資源利用教育課程（四）、科學人雜誌中英
對照知識庫、臺灣海洋生態影音資料庫、昆蟲圖鑑、華藝自然世
界。

何面對雙薪家庭所造成的隔代教養問題，並讓祖孫在一同賞
析電影的同時，增進彼此的互動與情感交流。
■ 報名方式：

1.即日起至2樓櫃台親自報名(祖孫共60名)，報名成功者活動當日13：50前準時入場。
2.14：00後開放未報到名額予現場候補讀者參與。

講座

以這個寶島的著名景點為題，描寫出一個個精彩

對象：4-8歲兒童及家長，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親子活動

薈萃的豐富資源聞名；有許多有趣的繪本故事，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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