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書展

■時間：即日起～9/16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
人文薈萃─館藏日治時期名錄類書展

■地點：4F 雙和藝廊

■時間：即日起～12/16

■地點：3F 新書展示區

繪本阿公

圖畫王國 鄭明進80創作展

本館在推動兒童閱讀同時，也持續辦理圖畫書作家的

先生於雙和藝廊舉辦繪本阿公圖畫王國～鄭明進80創作
展。

纂為數眾多之職員錄。1898年起逐年出版的《臺灣總
督府職員錄》刊載該年度總督府編制和人事資料，府
轄各單位、地方官廳和準自治團體亦各自發行職員

本展覽以鄭明進老師圖畫書原畫及相關東洋絕版圖畫
書收藏為展覽主軸，輔以工作坊、座談會及教育活動，以

錄。民間人名簿則可分為社教團體名簿、同好團體名

麼？
電影劇情往往表達了人生百態；攝影、音效等電影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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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倫敦奧運—經典英倫影展

魔力》、《迪士尼的劇本魔法》、《改變我一生的電影》、《解密電影》、《看懂李

展的契機。

式刊載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各領域中有名望之人物；

2.地點：4045教室。
3.對象：插畫家、編輯

趣。此外，名錄編纂者多為記者，如：林進發、大園市藏、橋本白水等人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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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珍貴且重要

【影片放映】帝國的足跡：伊能嘉矩(片長30分鐘)

1.時間：9/1（六）15：00-16：00

■時間：9/8（六）、9/19（三）14:00開始放映
■地點：六樓臺灣學研究中心多媒體放映區（展覽區旁）

3.對象：2-8歲親子，30對。

2.地點：4樓4045教室
3.對象：5歲以上親子，30對

【親子活動】傳說故事好好玩《烏龜娶親》與《十兄弟》
1.時間：9/8（六）15：00-16：00
2.地點：B1樂學室
3.對象：5歲以上親子，30對
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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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假日導覽：每日上午10點及下午2點定時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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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良政府出版品書展

第四屆國家出版獎

9/20(四)
凸搥特派員:二度
出包
JOHNNY ENGLISH
REBORN

■時間：9/25～10/14

纖纖遇紙：手工紙張特展
■時間：即日起～12/7（週二～週日9時～17時）
■地點：5F 特展室

■地點：2F 閱覽區入口處
國家出版獎已堂堂邁入第四屆，此屆得獎作品呈現多元豐富與創新之特色，包括
52種圖書、4種連續性出版品及12種非書及電子出版品。特優奬《能高越嶺道．穿越時

手工造紙與特殊的書寫工具及書體、繪畫體系發展相

空之旅》(林務局出版)，以動人的文字描繪賽德克族開鑿能高越嶺道的艱辛歷程；優

輔相成。在其悠久的發展過程中，除了造紙原料的擴展、

等獎《臺灣魚類圖鑑》(海生館出版)，以圖說的方式提供1,600多種魚類；《縱橫山

造紙工序的改進之外，基於實用及裝飾性的目的，逐漸發

林間─鹿野忠雄》(國史館出版)，以紀錄片形式將鹿野忠雄作完整的介紹；《山林魅

展出各種加工技術，如砑光、填粉、施膠、塗蠟、染色、

影─林鵰》(林業試驗所出版)，記錄第一手的生態知識…更多令人驚豔的作品盡在書

灑金及印花等，不難想見加工的手工紙之多樣性。

展中，邀您共賞。

007第22集將延續《007首部曲：皇家夜總會》的劇
情，為了找出殺死女友的真兇，這次龐德將不惜違抗

片長106分

特務組織的命令，挺身冒險展開冷血復仇的刺殺行
動…。
本片為獲得多項奧斯卡提名的《伊莉莎白》續集，講
述這位女王為了捍衛英國，不惜與勢力強大的西班牙
展開大戰，在身繫國家存亡的同時，她又深受到熱愛

片長114分

同上

冒險的平民華特羅利的吸引，糾纏在心靈矛盾的漩渦
之中…。

「豆豆先生」羅溫艾金森在本片中飾演無畏無懼的特
務間諜強尼英格力。在他最新的冒險中，英國情報局

片長102分

必須靠這位凸槌特派員提前阻止一個國際暗殺組織去
刺殺一名世界領導人以及所造成的全球混亂…。
本片詳盡記錄著披頭四的大事件，看披頭四魅力橫掃

9/27(四)
披頭四生命Life秀
Beatles -THE
JOURNEY

美國各地和在巡迴各地時所激盪出來的火花，以及褻
神風波引發的議論，和獲頒英國皇室帝國勳章時的狂

片長84分

潮…這些珍貴畫面都以原聲原影呈現，邀你一起參與
旅程。

活水文化創意園區

修護圖書之前，必先瞭解製成圖書的基本材料—紙
必要且急迫的工作。林業試驗所（以下簡稱林試所）執國
內手工紙研究之牛耳，並研製多種精美手工紙張，此次
紙張在書畫或裝裱修復使用上有哪些特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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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奇巨星的搖滾詩篇，體驗披頭四風格琢磨成的狂熱

張。因此，做為圖書修護材料學的基礎，對紙張的認識是

遂與林試所合作以手工紙為主題，展出各種手工紙。各種

導覽

9/06(四)
007 量子危機
Quantum of
Solace
9/13(四)
伊莉莎白:輝煌年代
Elizabeth:The
Golden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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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表現及其興

由兒童文學作家林武憲老師，帶領小朋友唱唸台語童詩

1.時間：9/2（日）15：00-16：00

■ 播放場次： 14：00起／ 16：30起 ■ 地點：1F 簡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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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史料。

【親子活動】色彩遊戲_知性、互動、親子同樂

安》等，以饗愛好電影之讀者。

「長傳」多為傳主故後由友人編輯而成，或傳主為歷

【親子活動】唸歌、唱歌、學台語＿台語兒歌帶動唱

2.地點：4樓雙和藝廊。

與他的黨羽食死人呢？

許、全力以赴…。

人員姓名、住址等資料。「人士鑑」以短文或簡列方

1.時間：9/9（日）14：00-16：00

危機重重，哈利和好友，這回要如何化險為夷，打敗法力強大的佛地魔

細反覆品味。對影迷及電影工作者而言，電影直教人生死相

明進老師的創作生涯回顧，做為一窺臺灣兒童文學美術發

【工作坊】鄭明進圖畫書創作工作坊--旅遊主題，小書繪本創作

本片為《哈利波特》系列最終章上集。年滿十七歲的哈利波特即將失去

傳遞了美的藝術。熱門電影讓人引領企盼；經典電影讓人細

本月書展展出與電影主題相關之圖書，包括《中外電影永遠的巨星》、《電影的

相關活動詳情請見本館網頁

哈利波特：死神的聖物 Harry potter & The Deathly Hallows:
Part I 片長146分
母親的保護咒，他在第一時間就被佛地魔的手下「食死人」狙殺，眼看

簿、縣人會名簿和工商團體名簿，主要刊載該團體內

動與靜的方式，開啟創作者、研究者與讀者的對話，從鄭

■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影片欣賞

人認識，今年欣逢本館九十八週年館慶，特別邀請鄭明進

您有多喜愛電影？您對電影的認知為何？電影究竟是什

■地點：6F 臺灣學研究中心
日治時期政府與民間為確實掌握人事動態，乃編

■ 播放場次：9/16(日)下午2:00起

■時間：9/4～9/29

展覽

原畫暨手稿創作展，讓本土圖畫書作家的優秀作品讓更多

熱門電影院

悅讀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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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兒 童 主 題 圖 書 展 線條˙不簡單

臺灣學系列講座

故 事 童 樂 會 聽故事時間

人間楊逵•文學俠客

日期：9/1～9/30

主題：手足情深

楊翠（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陳安儀（親子教養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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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間：9/8（六）10：00-12：00

■ 時間：9/15（六）10：00-12：00

地點：B1 樂學室

■ 地點：4F 4045教室

■ 地點：B1 國際會議廳

一會兒向左、一會兒向右，這些看似簡單、彎來彎去

9/05（三）△ 星月 / 林冠琴▽ 我的妹妹不可愛 / 李春梅

奇妙故事。

▼ ▼

您走進圖書館，一起看看這些不簡單的線條們，所帶來的

9/12（三）△ 神奇的桌子、驢子和棍子 / 林麗容、洪素娥

▼

▽ 沒人問我要不要小妹妹 / 閔繼英
9/19（三）△ 十兄弟 / 章寶英、陳信美

▼

▽ 佳佳的妹妹不見了 / 陳信美
9/26（三）△ 豬頭三兄弟 / 章寶英、陳信美
▽小小大姊姊 / 曾琬妤

以〈送報伕〉、〈壓不扁的玫瑰〉奠定文壇基礎的楊
逵，其作品主要為基層弱勢人民發聲，雖然常受到當政者

你不知道該和成天臭著一張臉的孩子說什麼嗎？

生始終筆耕不輟。時局的變化讓楊逵不得不對創作題材有

你想知道孩子們心中想什麼、貼近他們的內心嗎？

所選擇，卻不影響他的創作初衷，表現在作品中即是對現

「父母最想知道親子聊天」教導你如何建立親子聊天的

實環境的關照以及對基層民眾的關懷。本場次主講人楊翠為長期從事臺灣文學研究的

與作家有約 《來去花蓮港》

臺灣新文學的整體特質與意義。

方梓（本書作者）
■ 時間：9/12（三）14：00-16：00
■ 地點：4F 4045教室

■ 地點：1F 簡報室

與植物之間的幽婉纏綿，讀來令人低迴不已，而如此的細膩文

■ 報名方式：1.傳真報名：29265415

思，中獲得了充分的展露。雖然方梓立意要寫的是一部後山移

時間：9/8（六）14：00開始放映

種族、家庭, 一個比一個叛逆難搞, 每一位都足以掀起一陣腥
風血雨, 師生間言語和心理的衝突不斷, 宛如一場「教室諜對
諜」。不僅於此, 還有難纏的家長、立場迥異的同事, 更有硬梆梆的教育制度。這群
國中小鬼的言行舉止, 雖然令人瞠目結舌, 讓薪水微薄的老師時時心灰意冷, 卻也發
人深省, 赤裸地呈現自由主義下的教育體制弊端…

故事名稱：布萊梅樂隊
故事帶領者：本館閱讀志工郭筱晴老師 & 國立台北
■ ■

商業技術學院英語志工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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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將一切首尾從頭細細道來，而在衝突之處，也經常壓抑，改以淡筆帶過，因此整
本小說的風格沈穩，語調從容，從不故作張揚渲染，也不刻意驚奇，有如花開花謝，

課程內容

9/5(三)

■ 時間：9/19～9/30

電子書主題：館藏資源利用教育課程（五）、長晉電子圖書繪
本、格林動感繪本～咕嚕熊共讀網電子書、Koobe電子書

■ 地點：4F雙和藝廊

「漢字」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的歷史悠

健康樂活講座

揮社教功能、提倡正當休閒活動，讓民眾親眼目睹漢

邱銘章（臺大神經內科主治醫師暨臺灣失智症協會理事長）

字書藝之美，特邀請任教於本館研習班卓然有成，以

■ 時間：9/5（三）14：00-17：00

丰姿，被紀錄，被創造、被書寫、被塑化成各種美學的集合呈現。

挑戰記憶大作戰，認識失智症

■ 地點：4F 4045教室

國內失智人口成長速度驚人，增加速度甚至超越全

的作品。希望民眾一起來感受文字在天地之間，以遒
勁、狂肆、寫意、柔美、婉轉、細緻、秀雅……的各種

時間：9/01（六）15:00-16:00

藝術之美的巡禮，讓你我都能飽覽一場馥郁芳醇的文化之旅，亦感知文字在天

地點：B1樂學室

地間意象悠遠的活力。

軸，也兼及原住民語、客語、閩南語等母語的使用，呈現台灣多元的文化視野、豐沛
難與外界往來，自古以來便是一塊遺世獨立之地，在楊牧所謂的「山風海雨」中，
演化出自個兒的命運和個性，也就造就了王禎和、林宜澐筆下，那座經年被颱風、地
震、海嘯陰影籠罩，因此有了特殊黑色荒謬喜感的小城。

新住民臺語學習課程
■ 時間：9/20～12/11每週二、四18：50-20：50

球。臺灣失智症協會公布最新失智人口推估，民國135年

■ 地點：本館3052教室

國內社區失智人口將突破62萬人，145年更將逾72萬人，

■ 對象：
想加強臺語溝通能力的新住民(第一次上課時需檢附居留證或身分證影本。)

等於屆時每100人就4名失智者，對家庭生活影響將與日俱
展出期間，本館並邀請書法家於開幕當天現場揮毫，期望藉著這一趟漢字

化、海洋議題、青少年議題、歷史政治議題等等；在語言的使用上，除了以華語為主
的活力。其彷彿點出了花蓮一地的特色。它位居在島嶼的邊緣，又因中央山脈阻絕，

久，綿亙數千年；造型優美，氣象萬端變。本館為發

及推動書法藝術不遺餘力之吳啟禎、林美娥、陳盛

日升月落，人生的悲苦喜樂，便如此在天與地之間靜靜地循環。
本書深入台灣在地生活的各種面向與多元議題，包括探索原住民文化、小鎮文

他們讓我看見漢字書藝之美

德、陳紓琳等四位書法家，於本館雙和藝廊展出他們

【英語童話故事城堡】聽故事時間

民的史詩，但她卻不做雄壯語，而是出之於女性特有的溫柔和

時間

自由參加（活動前15分鐘開始進場）

刺青男, 桀敖不馴、老愛頂嘴的刻薄女學生...不同的文化、

2.電話報名：29266888轉2105 吳小姐
學習入口網

地點：1F 簡報室

鬼龍蛇混雜, 有來自非洲、中國移民第二代、叛逆的龐克族、

《來去花蓮港》堪稱是別樹一格，以女性目光道出了泥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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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名：我和我的小鬼們（片長124分鐘 普 ）

新學期的課程, 希望帶給學生豐富有趣的一年, 沒想到這群小

管道，如何利用時間做有效溝通，讓孩子體貼愛你的心。

學者，亦是楊逵的孫女，將同時以「理性」與「感性」的角度，剖析楊逵及其創作在

■ 時間：14：00-17：00

又是一個新的學年, 法文老師佛杭蘇瓦滿懷抱負地設計著

跟你說話嗎？

所壓迫，命運屢遭困厄，但基於對文學創作的熱愛，他一

電子資源推廣課程

親子影片欣賞

你很煩惱你的孩子一放學來，就盯著電視、電動，懶得

增。

圖書館的利用課程、臺語會話練習─在臺灣過中秋節、歇睏日仔、摒糞埽、捷運
緊閣順、厝內的代誌、阮厝邊、俗諺語等有趣實用的主題內容；除了聲調與拼音練習

本講座邀請致力失智症研究與醫療專業邱銘章醫師，教導大家認識失智症原因，

對象：4-8歲兒童及家長，自由參加

及破除因未知而產生的恐懼；以及最重要的告訴大家如何培養預防失智的生活習慣，

（活動前10分鐘開始進場）

在步入中年時就開始預防，降低年老年失智的可能性。

外，含括語詞延伸、對話、句型練習。
■ 上課須知：24次課程免費參加，全勤者贈送一份精美禮物。
■ 報名方式：電話25777663(張小姐)；傳真2578-4609。

電話2926-6888#2105（吳小姐）；傳真2926-5415。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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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線條們，居然繞出了一個又一個精彩的繪本故事。歡迎

■ ■ ■ ■

終身學習系列講座 父母最想知道的親子聊天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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